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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实验小学 王华君

“同学们，期末将至，这节课，我们要共

同完成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评三好学生。”

到底是临近毕业的学生，反应特别快。

于是，我让学生们推荐候选人，然后进

行无记名投票。下课时，我将选票分成两

组，顺手交给几个女生统计。

很快，两组女生把统计结果送到了我的

手上，我准备拿到班里去宣布。

还没走到教室门口，小琛就迎过来热情

地和我打招呼。他凑近我，神秘地问：“王老

师，结果出来了吗？”

我捏了捏统计结果表，还以为他想提前

知道结果，由他这个“万事通”亲自广播哩。

“是的，我下节课就公布具体得票数。”

“老师，请别马上宣布好吗？”

“为什么？”我感觉奇怪极了，选举结果最受

学生们关注了，可是他的态度简直太反常啦。

“老师，我建议您重新统计票数。”他一

脸严肃。

“你怎么啦？开这么大的玩笑。统计向

来是公平公正的啊。”

“可是，您今天却把统计票数这么重要的

工作给了候选人之一的小羽。我刚才发现她

主动要求读票，万一她读票时出错了呢？”

我刚想否决，可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听着他有理有据的分析，为了真正体现公

平、公正、公开，也为了弥补我的一时疏忽，

我重新选了四人进行统计，而且是两人读

票，两人登记。

我不动声色地对照了一下前后两次的

计票结果，不由得大吃一惊：果真有较大的

出入，小羽为自己多加了七八票。

我再次走进教室时，发现许多学生窃窃

私语。学生计票是在教室里进行的，难免有

人会了解实情。

小羽呢？座位上没有她的身影。

我急忙郑重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你

们大概对老师安排两次统计选举结果感到

意外吧。其实，这是因为小羽告诉我，上次

可能重复读了几张票，而且她说自己是候选

人，参加计票怕同学有异议，因此希望我重

新统计一次。”

然后，我把小琛叫到走廊上，感谢他的

细心，并轻轻告诉他：“谁都会有犯错的时

候，一定要尊重别人，给别人留有余地。关

于计票的事到此为止吧。”

他点点头答应了。之后，我宣布了最终

的计票结果，学生们皆大欢喜。而小羽悄悄

从后门溜进教室后，一直低着头。因为几票

之差，她落选了。

放学后，我把小羽叫到办公室：“我完全

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作为候选人，每个人都

希望自己能有很高的得票数。但你一定要

记住，当你作为计票员的时候，你就得铭记

自己的身份，一定要认真、负责、细心地对待

自己的工作。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必须把个

人的利益得失放在一边。”

她紧紧地咬着嘴唇，满脸通红，一副无

地自容的样子。

“虽然今天造成了失误，但一直以来，你

对班级工作都非常主动，尽心尽力，我非常

满意。我不想怀疑你的诚信，我觉得主要是

因为你心不在焉。你好好想一想，今后走上

社会，如果你是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你把

别人的钱多了一个零或少了一个零，造成的

损失都得自己负责；如果你是飞机制造者，

因为你的随意导致飞机少了零件，出了事故

你又能担得起责任吗？”

……

我们又在QQ上谈心。她一再说：“王

老师，我对不起您。谢谢您的信任与教诲。

我会严格要求自己的。”此后，她的工作更加

一丝不苟，为人处事也更真心诚意，再也没

有发生过弄虚作假的事了。最终，她用自己

的努力重新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与信任。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面对一些诱惑，

当然会有学生表现得不够理智，但犯错却是

学生健康成长必需的营养。当他们犯错时，

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个信任的眼神、几句温

馨的提醒、一份真诚的期待。宽容能震撼他

们的心灵，理解能激发改正的勇气，教诲能

点亮心灵的明灯……

□常山县天马一小 雷宏俊

一开学，我便在班里贴出一张“背书排

行榜”，一时间，学生们你追我赶背诵新课标

指定的课文。然而有一人例外，他就是占

某。此君天生一个“大懒汉”。作业不催不

做，字也写得不清楚，须得派人紧盯着他。

说来也怪，他的作业正确率倒挺高。

两个星期以后，班里大多数学生背出了

5篇课文、10首古诗，可占某呢，居然一篇、

一首都没有背。

星期一早晨，我示意正在朗读的学生

静下来，宣读排行榜中的前十名学生名字，

还表扬了几名虽然没进入前十，但表现积

极、有进步的学生。最后，我话锋一转：“然

而，我们班有个别学生却是懒得可以，开学

到现在背诵成果为零。此人行不改姓，坐

不改名——占某（好多学生抢着喊出占某大

名）。对，就是占某。我敢断定，你记忆力绝

不比熊某、郑某（此二人已进入排行榜）差，可

他们为什么会背？一个字——‘勤’。你为什

么一点儿也背不出？一个字——‘懒’。”

我边说边摇头：“反正，要想让你由‘懒’

变‘勤’，那是比登天还难。你要是能在星期

五背出第一课，我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学三

声狗叫。”

五分钟后，我转回教室，发现占某一脸

严肃地正在读书，我暗喜。下课后，我偷偷

地请来占某同桌及前桌，向他们面授机宜：

“这几天，你俩要随时督促占某认真背书，要

他争取让全班同学听听老师学狗叫。”

周五早晨，我走进教室便觉气氛不对，

好多学生一脸坏笑。果然，占某同桌王某大

声报告：“老师，占某会背第一课了。”

“真的吗？”

“真的，不信你请他背。”好几个学生一

起喊，看来已有好多学生验证过了。

在同学的鼓励下，占某走向讲台。我发

现，一向不受学生欢迎的占某此时似乎成了

学生心目中的英雄。

一篇《赵州桥》顷刻背完了，还流利之

极。好小子，看来为了让我学狗叫，你没少

下苦功啊。我带头鼓起掌来：“棒极了，看来

是老师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我得向你

道歉。”

“学狗叫，老师学狗叫。”学生们大声喊

起来。

“可不可以改为鞠三个躬？学狗叫太不

雅了吧？”我故意请求。

“不行。”

“好好好，那我叫了啊。”我清清嗓子，摆

好架势大叫起来，“汪——汪——汪”。教室

里爆发出欢快的笑声。

自从我在班里学了三声狗叫之后，占某

的懒病有所好转，一周内能背一两篇课文或

是三五首古诗。然而，他做作业还是得有人

催，早自修还会拿出一些小汽车、陀螺什么

的摆弄半天。

周五，又到“小组竞赛结算总分”时间，

占某所在的第三小组又一次名落孙山。组

长王某首先发难：“老师你把占某调走吧，我

们组本来可以得第一名，因为他反而扣了15

分，成了倒数第一。”

“对，将他调走。”第三小组齐声呐喊。

调到哪儿去呢？有哪个组会要这个总

是被扣分的占某呢？我急速地转动着脑子，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这样吧，下午我一定给

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下课后，我找占某说：“这两个星期，你

进步很大，已经背了4篇课文、6首古诗。

老师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今天老师

想和你约法三章，你看行不行？从下周开

始，对你实行优惠政策，只加分不减分：①
作业完成一次加3分，清楚加5分，得‘优’

加10分（班里其他学生只有得‘优’才能加

5分，没完成要减分）；②每天做好课前准备

可加3分，课堂上不做小动作受表扬可加5

分；③一周背书一课可加3分，背书两课可

加8分，一天内没有违反纪律可加5分，连

续两天没违反纪律可加15分，连续3天没

有违反纪律可得25分。”占某一听，喜形于

色，忙不迭答应。

下午，我宣布与占某的加分约定，第三

小组欢声雷动。之后，组里的每个学生都自

发地去监督帮助占某。一周后，第三小组总

分遥遥领先，得分最多的竟是占某。于是，

占某被调往得分最低的第二小组。

不用说，一周后，第二小组荣获冠军。

任何小组只要有占某在，不愁拿不到冠军。

占某从最遭人嫌弃的，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物。一个月后，我再次和占某谈：“你和开学

初的占某真是判若两人啊。我为你骄傲。

你有今天的进步最感谢谁？”

“感谢老师。”

“我觉得你最应该感谢的不是我，应当

是……”

“是班里的同学，他们整天督促我，使我

改掉贪玩的毛病。”

“你觉得已经改掉贪玩的毛病了吗？”

“嗯。”

“不会复发？”

“不会。”

“那好，老师从下周开始取消对你的优

惠政策，有意见吗？”

“没有。”

“真的？”

“真的。”

“好样的。”我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记

住，老师和全班同学都在看着你。”

“是。”他调皮地做了个鬼脸。

我笑了，我相信他。

□温岭市新河小学 莫灵江

“又要选班干部了！”教室里一片沸腾，学生们都显得很兴奋，一

个接一个地上去演讲。好些平时表现不怎么样的学生演讲起来却

一点儿也不赖，真让我刮目相看。但我还是希望平稳过渡，追求“高

效”。为使一节课可以搞定选举，我要求学生们每人选举8名班干

部，按票数高低入选（学生投票占80%，教师意见占20%），职位分

工依据个人特长敲定。就这样，差不多一节课时间用来唱票，职位

分工放到第二天来做。

第二天，班长、副班长、纪律委员……顺利地产生，基本如我预

期。轮到文艺委员这个职位时，由于竞争的两位实力相当，一时很

难裁决。我决定再次进行民主选举，让竞争对手PK。结果出来以

后，开学初的一大工作已经完成，我得意于自己的班主任工作经验。

当晚9点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是我们班

龙珠的妈妈，事关投票竞选。原来，第一天投票选班干部，丽星得票

比龙珠低，龙珠28票，丽星26票。第二天专门为文艺委员职位投

票时，龙珠得24票，丽星得27票，于是龙珠很遗憾地落选了。

但他心里觉得不快，觉得一开始票数就是他多，为什么不直接让

他当选？一定是老师有意于丽星。既然如此，为何故作民主之态？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伤了孩子的心。我答应他妈妈会

妥善解决此事。

第二天一到校，我就着手处理这件事，最后决定让两人轮流当

文艺委员，一人负责一周。心里的包袱刚卸下，打开微信时才发现

龙珠爸爸曾发给我两条微信。时间是凌晨两点，说明事情的严重

性。他说龙珠回到家就一直很不高兴，甩头进卧室，把门锁起来。

他还告诉我，去年龙珠没选上文艺委员，就一直提不起学习的兴趣。

面对家长的坦诚沟通，我当时有被质疑的感觉，但其实我本无

此意，在人事任命上一直坚持民主。可是我确实先给了学生一个希

望，又亲手把这个希望抹去，学生能不受伤吗？受伤有如此之深，我

却不曾觉察，只是轻描淡写地想“公平处理”。我反思自己：真的关

心学生吗？还是在完成我的“例行公事”呢？

我不禁想起一则故事：有一位母亲喜欢带着5岁的女儿逛商

场，可女儿总是不愿去。母亲觉得不可理解，商场里有那么多琳琅

满目的东西，小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呢？直到有一次在商场里，母亲

蹲下身子为孩子系鞋带时，突然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可怕景象：眼

前晃动着的全是大人的腿。

班主任这一工作岗位应该是由富有爱心和管理经验的教师来

担任。但我们很多的经验未必是站在学生角度，并且还在沾沾自喜

管理得如何到位，把教育需要的换位思考远远地抛在脑后。我回首

龙珠平时的表现：他爱音乐，他的智慧和远见博得同学的欣赏，是一

个学习优秀而又不会给你添乱的学生。在他最伤心的时候，他还是

默默承受着。作为班主任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仔细想来，在我的教育管理中，岂不是常常在犯同样的毛病？

我们班有个运动员每天都要接受排球训练到晚上9点，我却一直要

求他与其他学生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作业。当他没有完成作业时，我

还在学生们面前大声斥责他。

还有对于学生的座位，我都会要求尽量贴紧一点。有一天当我

坐在学生的座位上批改作业时，才感觉是如此的……诸如此类的事

情还有好多……

所以，我下定决心，要低下头来看学生，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思

考，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低下身子
来看孩子的世界

从“三声狗叫”到“约法三章”

犯错是健康成长必需的营养

《晨曦》（水彩画） 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 裘 杰 绘

（上接第1版）
“我们的数据类型是单一的，如以结果性数据为主，缺乏即时的

过程性的数据；数据的规模还很有限，我们的教育数据，散落在不同

的角落，散落在不同的部门。因而，数据能产生的价值大打折扣。”

刘三女牙认为，目前教育数据还普遍存在数据整合有限、跨界整合不

够、数据治理不足等问题。

“比如一个孩子学习出问题了，是他不好好学还是学习能力不

够？可能是有啥身体上的原因，还是家庭的原因？我们基本上都不

是特别清楚。因而，我们除了采集他的学习成绩等数据，还需要孩

子平时生活的数据、身心健康的数据等。”不仅如此，中国教育大数

据“缺标准、缺技术、缺产品”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但数据驱动学校、分析变革教育，已然是全球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共识。”刘三女牙说。

未来教育生态已“智慧上路”
没有高效的大数据，“小数据”同样能改变教育生态。“比如我们

的教师会主动地去透视数据，通过自己的课堂观察和学生了解，找

到不同层级学生的差异点，根据不同差异学生给予不一样的教育。

如此，教师也形成了自己使用数据的新的话语体系，专业能力也会

得到迅速提升。”郑州市第五中学校长张天佑介绍道，该校的课题

“数据驱动的有效教学行动架构与实践策略”曾获河南省基础教育

成果奖一等奖。

每次上体育课，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体育教师都能

及时得到体育教学的两大重要数据，学生心率和血氧饱和度。这都

来自学生们人人佩戴的一块由该校体育组自主研发的云手表。“我

们的体育课通过数据采集和精准分析后，正悄悄地改变面貌。我们

可以判断学生的生理及身体机能，预防运动损伤；不再搞“一刀切”

的集体活动，而是调整教学策略，给不同体质的学生一个个性化的

学习空间。”该校校长吴蓉瑾这样介绍。

“要想评估一名学生，常常恨不得把他大脑打开，希望边教边看

那脑子里边到底发生着什么。当然，这是做不到的。”曹立宏说，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可以通过摄像头、眼动仪，做到对

人物动作、表情甚至情绪的识别；还可以通过脑电，无限接近大脑，

然后进行有效的感知和评估。

“随着脑科学、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等的不断发展和有效

应用，我想我们可以培养一群很快乐、有能力面向未来的学生。而

这群学生，我衷心希望能够加入到脑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建设当

中，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教育生态循环做得更好。”

人工智能“来袭”，

教师当如何站好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