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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鱼

祖母每天都被雨声惊醒。她天

天坐在门槛上，安静地坐在那听着雨。

全家人都很惊讶。因为，祖母的

耳朵在很久以前就聋了，必须有人在

她耳旁大声喊，否则，她什么也听不见。

——七（8）班朱凯元《玉纽扣》

……

这样的学生作文，读来是不是已

经有点余韵丝丝连连、盘盘旋旋的感

觉了？这当老师的碰到这样的学生，

是不是也有些许的小确幸？

然而，就在9个月前，这些孩子

的语文老师王秋珍有着这样“目瞪口

呆”的描述——

自白：学生作文玩的全是套路
2016年9月，我迎来了一批新学

生。他们就是东阳市吴宁一中七（7）

班和七（8）班，每班各53名的学生。

他们的作文，似乎有一个公式，

一篇篇往公式上套就可以了。开头

总是一圈一圈绕着题目转，写一些空

话废话。

作文的内容更是千篇一律。

写老师，总是老师带病上课；写

《我最尊敬的人》，一篇篇都是在讴歌

雷锋叔叔、扫马路的环卫工人、捡垃

圾的老奶奶……

写的是假大空，玩的都是套路。

这样的作文，如何能“得天下”？

其实，写作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王秋珍决心从作文的源头入手。

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每周

她都拿出一到两节课给学生阅读，有

时大声地朗读美文，有时谈谈阅读心

得，有时就静静地看。她让学生做摘

记，发现他们摘的几乎全是词语，什

么阳光明媚、花好月圆。于是，她又

指导他们如何欣赏一篇文章，如何做

好摘记。

她还让学生表演课本剧，进行角

色扮演；让学生上课，尝尝当老师的

滋味；布置师生同题作文，一起来写

小诗、小文；让学生讲故事接龙，培养

想象能力……

重点是，她经常和学生分享自己

的构思以及写作过程中的趣事。

每次作文之后，她总是以最快的

速度批改出来，还用一个专门的本子

记录作文的批改情况。谁哪里写得

不错，谁哪句话非常好，谁的开头又

是老一套，谁的主题没有正能量……

都一一记录下来。

学生们的作文分数总是很高，一

般的给 90分，特别不好的也给 80

分，93以上就送1个五角星表示被选

中，可以打成电子稿。每篇作文，她

都找作者面批，让学生仔细修改。每

次的作文讲评课，学生自己当老师，

当朗读者，当好评师，也当差评师，在

朗读和评点中找到感觉。

学生的写作热情就这样被激发

出来了。

每个人都能当写作高手
领稿费单时，老师双手递给我，

我非常非常高兴。阿秋老师是我人

生中最重要的老师，她的出现让我这

个不喜欢写作的人也爱上了写作。

——金思怡

不到一年，我们全班同学都实现

了把自己的作文变成铅字的梦想。

也许大家看到的是自己的风光和幸

福，却未曾想过有一个人在你背后付

出，即使有严重的神经性耳鸣和颈椎

病的困扰，也不停止工作的脚步。

——张 骋

……

这些学生不知道的是，他们创造

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9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个班106

位学生人人发表了作文，总计226篇，

平均每人年发两篇。这些作文，登上

了《中学生》《创新作文》《中学生天

地》《中学时代》《做人与处世》《课堂

内外》《学生新报》《创作》等报刊，在全

国各地开花。《语文报》《语文世界》《语

文教学与研究》《作文新天地》等杂志，

都推出了王秋珍的学生作文专版。

发表对学生来说，是一件很大、很

幸福的事情。也许，稿费很少，但它带

来的自我肯定感和精神的愉悦感绝对

不可小视。学生张佳琳一年里发表了

7篇文章，她觉得自己可以当作家。

梦想的种子就这样被埋下了。

遇到这样的老师，对于学生们来

说，已经不是小确幸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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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通讯员 曾昊溟

“一个晴朗的夜晚，晚自习后，我骑自

行车回家，被一辆汽车违规开启的远光灯

晃得看不清前面，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起

了个大包……那车却扬长而去。调查后

发现在车祸中，因远光灯引起的竟占到三

四成！为此，我们项目组进行了半年多

的“规范使用远光灯”领导力研究。7月

22日至28日，在郑州召开的第八届全国

中学生领导力大赛中，镇海中学《规范使

用远光灯》项目的主席叶柔怡向来自全

国的专家评委阐述这个获特等奖的选题

的缘起。

“领导力也好，模拟政协也好，都是从

生活出发的课程。”指导教师曾昊溟介绍，

如今在镇海中学，高中生领导力开发、课

题研究和科技实践、高中生志愿者、模拟

政协等都是一门门的选修课，也是学生们

可以自由组团做项目的一次次活动。教

师要做的，只是给空间、明目标、留时间、

给指导……

近年来，随着高中课程改革和新高考

带来的新考核模式，高中生们的学习样态

悄然发生着“蜕变”。

“新高考”青睐什么样的学生
7月29日，宁波大学图书馆内，镇海

中学“优秀学子分享学习方法和阅读心

得”分享会的现场不仅座无虚席，同时，包括人民日报、凤凰

网在内的各大媒体客户端的转播也吸引了超过10万在线用

户的观看。

从这些优秀学生的分享中可以发现，除了学科学习，他

们在写作、话剧、辩论、演讲、篮球等方面都有着不俗的实

力。优秀学生的综合实力再一次表明，浙江省“三位一体”

综合评价招生青睐的是什么样的学生。

今年是浙江省的新高考元年。从不少高中发布的喜报

中，能清晰地看到，被顶尖高校录取的学生，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通过“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方式录取的。

用包括学考、中学综合素质评价、高校综合素质测试、

统一高考等指标综合评价招生的“三位一体”模式，正如一

位高中校长所言，“它刺激学校教育在尽可能地转向培养高

综合素质的学生”。

“新高考需要加强课外阅读，暑假有空加强课外阅读和体

育锻炼很重要。”这是镇海中学在暑期伊始对学生们说的话。

新高考，课外阅读很重要；不仅如此，课外实践活动同

样很重要。于是，暑期中，该校的领导力项目小组都在为自

己的项目进行着后期的调研和总结。而在暑假前的平时学

习中，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做项目调查和分析。如《规范使用

远光灯》项目组成员在五六月份时，制作了调查问卷、宣传

册、车贴等，走进社区、学校、公交公司、出租汽车公司、宁波

市高速交警大队、镇海区住房和建设交通局、镇海区交警大

队等。项目组走访了宁波地区300多位有驾驶经验的受访

者，获得一系列的分析数据；甚至在晚上，成员们和交警一

起蹲守公路边，参与执法检查，获取第一手资料。

“领导力”“模拟政协”等选修课带来了什么
“关注校园之外，选题大胆！”“我也是远光灯的受害者，

这个选题很有价值。”“调查扎实，提出的建议很有建设

性！”……在第八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大赛上，许多评委和

听众在台下为《规范使用远光灯》项目纷纷点赞。

比赛结束，该校不仅喜获学校项目和团体总分两个特

等奖，多个学生个人项目如《共启愿景——关于志愿者权益

保护制度的改进》等纷纷获奖。“从生活中找选题！”在镇海

中学的高中生领导力选修课学习中，赵多加、李晶晶等指导

教师团队正是这样带着学生们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而进

行研究。

近年来，我省不少高中在课程探索的过程中成绩斐然，

如义乌市第四中学和余姚市第四中学都曾在全国中学生领

导力大赛中获过特等奖。

青少年模拟政协展示活动也渐成学生们的“新宠”。

7月15至17日，浙江省第二届青少年模拟政协展示活

动在杭州学军中学举行。22所高中学校的师生带着22份

提案参加了这次交流展示活动。而一年前在镇海中学召开

的浙江省首届青少年模拟政协展示活动中，参与的高中学

校为12所。

从2015年的2个到2016年的3个，再到2017年的6

个，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最佳提案同样在逐年增加。

每年3月份，模拟政协最佳提案递交全国政协委员，继而被

带到全国政协会议。

今年的模拟政协最佳提案中，首次出现了浙江省中学

的身影。如由浙江省镇海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等

四校学生联合提交的《关于完善现有校园欺凌预防和处理

体系的提案》，由杭州学军中学、杭州第二中学、广东实验中

学等三校学生联合提交的《关于急救设施和急救教育的推

广普及的提案》。

8月7日，第四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将在杭州学

军中学举行。进入全国展示活动的不仅有杭州学军中学、

镇海中学等老面孔，也有台州市第一中学这样的新鲜面孔。

“领导力课程，是为帮助众多学子在服务社会中砥砺

意志，锻炼能力，产生社会影响力；模拟政协促动学生在课

堂之外，亲身体验国家民主政治的运作，激发社会责任意

识……”曾昊溟认为，包括科技实践创新、模拟联合国大会、

志愿者服务等，都是高中学生不再死盯课本、学习样态不断

走向能力历练和社会担当等方面的体现，“教师要适应更要

引领这样的学习样态的变革！”

□本报记者 黄莉萍

“课堂上，就这样玩，他们的知识怎么学？考试

怎么考？”这是在杭州市卖鱼桥小学文澜校区参加

美国平移课堂培训的教师们，针对美国教师的课堂

发出的疑问。

7月10日至21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33名教

师带着人均3个大尺寸行李箱的装备，在浙江省杭

州市、金华市的6所中小学，开展平移课堂教学、展

示活动。其中有两天，是专门面向浙江省200名科

学、技术、英语等学科教师的关于STEAM课程的

项目培训。

半天培训下来，一位受训教师感叹“说的全是

我们都懂的大道理，没有干货”；另一名教师则期待

地说，“希望后面有关于STEAM‘高大上’的具体

做法”。

美国教师爱讲的大道理中有哪些
是你懂，却难做到的？

一、团队建设
关于团队建设的重要性，琳达这样阐述：“孔子

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在她眼中，每个孩子的身心都是不一样的，因而

必须让每个孩子感到，自己必不可少，是很重要的。

每天，从晨会活动开始进行团队建设。在美

国，晨会时孩子们围成一个圈，讨论一些简单的话

题，比如“喜欢的颜色”，或者“这个周末打算做什

么”。能够自由表达的晨会，会让孩子们觉得安全。

琳达似乎知道中国教师的担忧，接着说，“晨会

不超过10分钟，不会浪费课堂时间，而会加强课堂

学习效率！”

团队建设需要规则，而规则应该是正面的、积

极的。比如，不说“不要碰别人”，而应说“我们对其

他人应相互尊重”。

班级里，谁制订规则？

班主任！台下的中国教师们回答得很欢乐。

“建议学校开学后，让孩子们来制订规则。比

如制订实现有效学习需要的规则。”琳达认为，孩子

们更会遵守自己制订的规则。

找一种能让学生分享他们特别之处的活动，特

别是社会学习活动。让孩子们有团队归属感，感受

到老师是关心他们的，这一点很重要。

如此的班级团队中，有合作，更有公平竞争；感

觉安全的学生，更容易接受、包容别人的观点。

二、STEAM教学实践
在过去的课堂中，我们教师仅仅是在教知识

吗？查理斯问：“我们会告诉孩子为什么2+2等于

4，而不是6吗？”

除了传统核心科目（科学S、技术T、工程E、艺

术A和数学M）和知识的范围之外，学生需要5C，

才能在未来世界具备竞争力！

查理斯指的5C为：合作、交流、批判性思维、创

造力、共情。

因而，查理斯的课堂通常是教师只讲15到20

分钟的短课程。剩下的时间，由学生分组进行小组

合作学习。需要帮助的孩子，可以到查理斯的

help工作站提出申请。那里，查理斯挖掘出来的

各科擅长的小老师会出手相救。

想探究或提出其他问题的，可以把问题写在

parking lot中。查理斯会针对学生需求开设小

组迷你课程（超过6名学生就开课），帮助有兴趣的

学生走得更远。

在活动清单中，学生要学会规划自己的时间，

学会分析、解释和评估消息，学会制作量表评估自

己的学习。

“孩子有权利通过错误和不断的失败来学习。”

查理斯认为，“完美表现”中，孩子们会失去创造

力。教师不应该害怕课堂失去控制，创造力往往在

失控中产生！

在STEAM课堂中，学生们的学习也许会和图

书馆、大学、工业部门、政府机构等发生联系。也

许，这个世界的改变，是从孩子们一点一滴的想法

开始的。

查理斯讲了一个小姑娘的故事。海边的小姑

娘看见了沙滩上遍地的海胆，开始了拯救海胆的计

划。她将海胆一个个扔回大海。老爷爷说：“你这

样做，又能改变什么呢？”小女孩说：“我扔回海里的

每一个海胆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让孩子们用STEAM的方式进行学习和应

用，确实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能使我们的今天不

同于以往。”

三、批判性思维
琳达讲批判性思维时，明显感觉到有少数学员

“急不可耐”。

“干货呢？STEAM课程到底该怎么做？”

确实，听了快一天了，怎么感觉“离馅还有三

百里！”

琳达的回答让人很崩溃，“STEAM不是一门

课程，而是一种教与学的方式！而批判性思维，是

其坚实的基础！”

那么，谁是批判性思维的基础？阅读！思考！

写作！

这，这好像不需要教吧？是位教师都知道啊!

批判性离不开阅读和思考，需要大脑皮层经常

被刺激。琳达说，美国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教

授批判性思维的技巧。

“批判性思维及写作，到高中再教，就已经晚了。”

琳达拿出了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大脑的前

额叶承担了论证、计划、评判的职责，它的肌肉会持

续发育至25岁。因而，用批判性的思考方式来训

练大脑是非常重要的”。琳达说，16岁之前，是前

额叶发育最为迅猛的时期。

在美国，教师们从小学开始，甚至幼儿园大班，

就开始教授学生这些概念。“孩子们的阅读和思考

需要持续的锻炼，每天需要平均阅读2小时，并不

断思考和提问！”

美国教师的课堂中有哪些看似
“小儿科”的干货？

第二天的培训，整个上午，6所开展平移课堂

教学活动的中小学向接受培训的教师自由开放。

在杭州市大关中学和卖鱼桥小学文澜校区，记

者也享受了一回自由走班听课的权利。

上午第一节，教师Richard正在带领学生们感

受德克萨斯州的飓风。Richard用快乐的声音提

醒一名没有将头钻入课桌底下的男生，“John,

head！”

德克萨斯州、马里兰州……100多年前美国西

部的人口大迁徙的路线，成了平移课堂的主题。

历史、文化、事件、气象……初中生们要利用电

脑、学习指南、投影仪、事实信息卡片、研究文档表

格、字典等，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同伴学习、小组教

学、棋盘游戏等，建立自己的教育信息数据包，完成

自己的体验式学习与游戏。

爱荷华州，玉米之乡，四个品牌的爆米花就这

样一拨拨分到孩子们手上。看、闻、尝、思，“如何让

一个品牌的爆米花好过其品牌？”阅读关于爱荷华

州的文章，说一说，再画一画爱荷华印象。

伊利诺伊州，林肯成了孩子们的研究对象。唱

关于林肯的歌，阅读关于林肯的故事，写一篇自传

或他传，制作一本翻页书，再设计一辆小车……

美国西部几个州的历史、地理、文化等，就这样

轻松地印刻在了小学生们的脑海中。

“美国课堂的学科整合比较合理，拓展性合作

活动多，学生参与性强！”这是听课教师的评价。

“沿着迁徙路线，老师会介绍每个州的风土人

情，中途要搭一个临时居所，我们就用纸板、吸管、

冰棍棒搭房子了，非常有意思。”这是学生的话。

STEAM，是数学、科学等应用性学科的融合，

更是全学科、跨学科的教学理念。“我们的课堂上会

用到很多生活中的材料，它们来源于生活，又回归

到生活。”琳达说，STEAM就是要关注未来社会，

人类的创造力！

而平移课堂到中国，希望带来的是教师思维方

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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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月，她让学生作文从“假大空”到“发表200多篇”

关关注注

面对STEAM，我们的思维能不再机械吗？

16岁之前，是前额叶发育最为迅猛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