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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叶青云

进门接待的，是学生；迎宾表演

的，是学生；指导来宾体验校园项目

的，是学生；就连出席新闻发布会的，

还是学生……2018年12月29日是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的迎新活动日，学

生们以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告诉来

访的家长和嘉宾：“今天，学校让我来

做主。”

这一天，学校里的教师们仿佛

都隐身不见了，所到之处，接待、讲

解、维持秩序的全部是学生；这一

天，校长王雷英也变得“无所事事”，

因为 603 班的学生汪宜霖通过竞

聘，成为临时校长，她才是此次迎新

活动——“天地领导日”的总负责人。

“我今天的责任就是代替校长，

负责协调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力保活

动顺利开展。”面对众多来宾，汪宜霖

毫不怯场。“天地领导日”是该校的一

场大型角色体验活动，也是该校开展

学生自我领导力教育以来的一次集

中成果展示。

当天的校园里，设置了与艺术、

生活、科技相关联的50个活动体验

点，分布在学校教学楼和操场边的各

个角落里。所有活动体验点的设计

和执行者当然也是学生。全校1775

名学生，个个都有岗位。

为了确保这次活动顺利举行，一

个月前，学生们就开始认真筹备，用

王雷英的话说，筹备的过程更是体现

学生自我领导力的重要部分。从策

划、讨论、设置角色、竞争上岗，再到

各个环节的分工落实，每一个步骤学

生都亲力亲为，他们各尽所能，认领

了自己能承担的任务，通过PK，选定

自己能胜任的岗位。在这过程中，教

师们只是旁观者。

虽然活动展示只有一天，但这背

后的蓄力，是整整一个学期。王雷英

告诉记者，2018年9月，学生自我领

导力教育进入了天地实验小学每个

班级的课堂。教育的核心内容归纳

为“七个习惯”的养成教育，即主动积

极、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双赢思维、

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新。“其

中一、二、三、七条是教会学生如何成

为更好的自己，四、五、六条是教会学

生如何更好地相处他人。”王雷英说。

在该校，“七个习惯”的教学无处

不在，渗透进晨间广播、师生大会、学

校活动以及课堂教学中。学校每天

利用20分钟谈谈课时间，进行“七个

习惯”通识教育。教师们根据不同年

级段的年龄特点和接受程度，采用故

事、歌曲、游戏、视频等多种教学策略

来让好习惯的学习变得生动有趣，帮

助学生把充满爱与关怀的语言常挂

嘴边，把符合效能与原则的习惯常记

心间。

学校还为自我领导力教育不断

寻找其他合适的载体，每个班级、每

个学生都拥有的属于自己的情感账

户就是其中一例。情感账户被做成

小邮箱的样子，对应学生姓名，贴在

每个班级墙上。学生们平时没好意

思说、没机会说的话，都可以通过书

面语言表达出来，放入倾听对象的小

邮箱里。“情感账户是孩子们互相表

达赞赏、鼓励、理解、宽容等情感的一

个途径。”德育处主任赵媛说。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通过自我

领导力去解决问题已经成为学生的

日常：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多了，因为

他们知道要主动积极；争执吵闹的人

少了，因为他们知道要知彼解己；按

时完成作业和任务的多了，因为要事

第一……对于学生们的变化，王雷英

无比欣慰：“教师完全可以放手让孩

子去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不怕他们

完成得不够好，因为只要他们尽力

了，就是‘完美’的。”

□陈 思

在当前的中小学管理中，对学

生一些违反规则的行为加以扣分

处理，是一种常见的管理方式。上

学迟到要扣分，晚上就寝熄灯后讲

话要扣分，自修课讲话要扣分，打

扫卫生不到位要扣分，等等，不一

而足。这些所谓的扣分管理，还大

多与班主任考核挂钩，成为班主任

班级管理成效的重要考核指标。

不可否认，扣分管理在维护学校正

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但其存在的弊端也不容忽

视，需要我们给予正视，加以改进。

扣分不是目的，对学生的管

理，也不能简单地一“扣”了之，而

应该赋予扣分更多的教育功能。

学校有扣分的制度，学生有不适当

行为，依据相关制度予以扣分处

罚，看似公平合理，实则是学校功

能定位的谬误。学校是教书育人

的场所，不是执法机构，如果学生

有不适当行为，不能仅仅是扣分惩

罚，还要给予其通过自己努力承担

责任的途径。但是，很多学校在制

订扣分管理细则的时候，通常只设

扣分项，没有加分项，一旦学生被

扣分，则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予以

弥补，扣分就变成了单纯的惩罚性

措施，其教育意义十分有限。

同时，扣分是对学生行为的一

种负面评价，容易给学生带来负面

情绪。如果缺乏加分项予以补充，

不利于学生的正向激励和导向。

有扣分，就应该有加分，比如，学生

在被扣分以后，可以通过自愿参加

校园公益岗位工作或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获奖等

方式来弥补、消除自身的扣分，为自己的不适当行

为承担责任。

在现实操作中，许多学校遇到学生管理问题，

就纳入扣分处理，仿佛扣分是学生管理的灵丹妙

药，扣分的要求越来越细，范围越来越广。扣分的

细目越多，执行越严格，挤占的学生个性发展空间

和时间就越多，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是学校教育

的应然目标背道而驰。

在我看来，扣分所规范的应该是学生行为处

事的底线问题，是确保教育教学秩序能够进行的

底线刚性标准，不宜范围太广，扣分的标准也不宜

设得太低。扣分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滥用。在

学生管理中，应以底线标准来确定扣分项目，在发

挥其惩罚功能的同时，研究完善其教育功能。

□许淑瑶

科研导师、IT大神、文艺大

咖跨界联合，与中学生零距离

对话……1月1日，在杭州外国

语学校体育馆内，近1000名中

学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

物，它就是由中学生天地杂志

社和求索纪录频道联合打造的

面向中学生的“新·锐”剧院式

演讲活动。

一方是拥有百万读者的当

代青春读本《中学生天地》，一

方是被观众美誉为“国内最有

营养的趣味纪录片频道”的求

索纪录频道，两者首次强强联

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解答这个谜的，是远道而

来的8位嘉宾：横跨技术、媒体、

资本三大领域的战略家——中

国电信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芮斌，中国原创漫画领军人

物——刀刀狗之父慕容引刀，

浙江网络文学圈的“江湖百晓

生”——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夏烈，

国内首颗皮卫星成员骨干——

浙江大学副教授吴昌聚，“哲学

小王子”——复旦大学副教授

郁喆隽，以及学生代表“最强大

脑”杨英豪、“青年创客”何思齐、

“公益达人”陈浩东。

这8位嘉宾，正是此次“新·

锐”剧院式演讲活动的主角。

首先出场的是郁喆隽，他

以“大问题与人类未来”为题，

用风趣幽默、深入浅出的语言

将学生们带入了哲学的世界。

“人不是在出生的那一刻成为

人的，人是在自我反思、自我定

义、自我筹划和行动当中才成

为人。”在新年之夜，郁喆隽向

在场所有学生提出一个哲学思

考：请你自己来定义，何为人

性，何为人类。

如果要给地球拍一张清晰

的照片，什么工具最好用？没

错，答案是卫星。而其中一种

重量为公斤级的微小卫星被称

为皮卫星。第二位演讲嘉宾吴

昌聚向大家展现了我国的航天

工程发展现状，并联系到学生

的日常，引导学生将航天的“归

零”精神，运用到学习生活中，

他说：“只有定位准确，才能采

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

第三位演讲嘉宾的登场，

迎来了全场同龄人的尖叫，他

就是目前就读于杭州市文澜中

学、在江苏卫视综艺节目《最强

大脑》中成功晋级30强并在百

人抢位战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一

的杨英豪。杨英豪讲述了自己

参加《最强大脑》的经历，勉励

同龄人“活着就是不断地尝试

新东西，这样不会留下遗憾，也

不枉这一生”。

第四位演讲嘉宾，是拥有

包括全国学生运动会护旗手、

“红太阳计划”支教项目创始人

等众多标签的杭州绿城育华学

校学生陈浩东。陈浩东分享了

自己在山区支教和在学校创立

公益社团的经历。在他眼中，

公益不仅是一个释放能量，将

自己的能量传递给更多人的过

程；更是一个汲取能量，在帮助

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悄然成长的

过程。

著名漫画家慕容引刀的出

现，再一次引起了全场的欢呼。

慕容引刀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和

笔下的漫画形象刀刀狗一路走

来的故事，有迷茫也有悲伤，有

温暖也有动容。“在我看来，人类

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想

象力。我们应该去捕捉自己的

感受，然后丰富自己的心灵，最

后促成自己的灵魂。捕捉心灵，

才是不虚此行。”

第六位演讲嘉宾，是毕业

于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部

的青年创客何思齐。何思齐从

自己在高中和大学的创业故事

出发，向学弟学妹们传递企业

家精神和行动力，希望大家能

够用自己创造的东西来定义

自己。

“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

“文学死了吗？”国内文学评论

家代表人物之一、推动《甄嬛

传》《芈月传》策划出版的夏烈，

一上台就抛给学生们一连串犀

利的提问，引人深思。他在讲

述文学的变化和挑战的同时，

也积极鼓励在场的学生们：“只

有你继续发挥创意，中国的或

者全球的文学艺术，才会有美

好的未来。”

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互

联网时代的战略领导者芮

斌。芮斌向大家分享了自己

的跨界经历，“只有不断地跨

界，不断地获取，才会有不断

地创新。创新从来不是在一

个领域里突破的，一定是在交

叉领域实现的”。芮斌希望在

场者可以多去涉猎一些看似

无用的知识和信息，多结交一

些不同领域的朋友，多阅读一

些所谓无用的书，把自己武装

起来，迎接未来。

除了在场的学生们，浙江

教育报刊总社社长、总编辑陈

宁一，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副社

长、副总编辑项勇义，求索纪录

频道总经理樊厚清，杭州外国

语学校校长方健文，杭州外国

语学校党委书记徐继彬，中学

生天地杂志主编金仲儿，中学

生天地杂志副主编汪元也参加

了本次活动。他们共同为第六

届浙江省十大校园新锐写手颁

发了证书和奖杯。校园新锐写

手评选是由中学生天地杂志社

于2008年发起的，并在全国首

创“全程全透明”线上模式。在

2018年盛夏举办的第六届浙

江省十大校园新锐写手比赛

中，30名青春写手从2000多

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在本次活动中，中学生天

地杂志社和求索纪录频道宣布

继续展开合作，并现场进行了

《求索纪录频道×中学生天地》

专栏发布会。

（详细演讲内容将在《中学
生天地》2019年3月刊和求索
纪录频道中呈现，敬请关注）

“新·锐”演讲，千名中学生享受别样新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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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这所小学放手让学生“管”

本报讯（通讯员 马 波）“遇到陌生人

给你食物，你应该怎么办？”“火灾现场正确

的逃生方法是？”……近日，慈溪市开发小

学校园“自护节”开幕，在安全自护知识竞

赛环节中，该校292名学生全员参与，达到

人人过关。

本次自护知识竞赛试题围绕人身安

全、防范意外伤害、心理健康和消防常识

等方面内容，根据不同年段进行编题，旨

在让学生掌握不同类别的安全知识，增强

安全意识。

据悉，开发小学本学期将“自护”作为

学生素养提升的重要内容，特设立了校园

“自护节”，开展以“增强自护意识、争做自

护之星”为主题的安全教育活动。“自护

节”活动包括消防、法治、交通、心理健康

等方面的知识宣传以及演练。节日中特别

增设了“自护之星”大比拼活动，明确年段

目标，要求人人过关，在掌握必要的安全

知识基础上，还要求低段学生会认30个安

全标识；中段学生学会使用灭火器；高段

学生学会紧急救护和系安全绳结。学校将

在各项竞赛的基础上，评选出“自护之

星”，授予荣誉奖章，并同时聘请他们为校

级“首席安全官”。

设立校园“自护节”
安全知识人人过关

日前，在东阳市巍山镇白坦小学民族创想坊内，少数民族学生在体验苗族的古法花草纸制作。据悉，
该校学生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60%，分别来自布依族、苗族、朝鲜族等7个民
族。学校围绕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开设了民族创想坊、民族服饰钻石绣、民族运动队等10个
学生社团，增进学生对各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融合。 （本报通讯员 包康轩 摄）

少数民族学生体验古法造纸少数民族学生体验古法造纸

吴昌聚

夏 烈

杨英豪

郁喆隽

芮 斌

何思齐
慕容引刀 陈浩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