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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高薪招聘名师与重奖政策是否是噱头？

□杭州市拱墅区青少年宫
张 敏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的意见》出台，其中涉及“民办摇号”

政策：“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

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

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

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此项教育新政策被称为中小学民

办学校的“全摇号”“纯摇号”或“100%

摇号”，如果真正实施，足以改变当前教

育生态。有人深信不疑，更多人则怀疑

观望。毕竟这样的“重磅”在过去几年，

被高高举起却又轻轻放下，大家已经见

多不怪习以为常了。

国家对民办教育的态度在《民办教

育促进法》中非常明确：“民办教育事业

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

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

的方针。”

“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有目共睹，

鼓励和支持到民办过热，过热到对教育

生态起到破坏作用。为遏制民办过热，

之前也用过不少招：不准书面测试、采

取部分摇号、扩大摇号比例、增加公办

保送比例、禁止招生与竞赛挂钩……似

乎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反而是学生负

担更重、家长更焦虑。

因此，这次国家使出杀手锏，要开

始正确引导、依法管理。

一旦全摇号，那些或明或暗、花

式多端的测试自然就不会有了，随之

而来的，那些培训班、杯赛会受到极

大震动。

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极力反对：

中考高考不也照考吗？选拔机制不改

变，这样的全摇号有啥意义？

中高考标准化的筛选性质不可能

改变，政策也不是否定筛选，而是不希

望“筛选幼龄化”，导致过重的学业负担

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不希望民办学

校“提前锁定”抢生源，导致公民办教育

失衡，最终使教育生态恶化。

要知道，这次的超级“重磅”不同于

以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

聚焦义务教育质量的纲领性文件，层级

之高，表述之细，实为罕见，恐怕不是有

关部门可以讨价还价的“一纸空文”。

自文件发布以来，全国各地教育政

策相继变动：

7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紧急取消原有招生方案，实行民办

全摇号；

7月11日，陕西省宝鸡市紧急取消

原有招生方案，实行民办全摇号；

7月25日，吉林省长春市出台招生

新政，实行公民同招，民办全摇号；

8月13日，广东省的征求意见稿

中，明确实施公民同招，民办全摇号；

8月19日，江苏省出台新政，明确

实施公民同招，民办全摇号；

……

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那么北京、

上海、杭州等城市民办全摇号还会远

吗？虽然具体政策还未出台，但浙江省

教育厅、杭州市教育局都明确表态：会

严格按照文件执行，具体落地细则还在

研究当中。

笔者询问了一位力推民办全摇号

并参与中央该项政策制定的负责人三

个问题：

1.民办小学和初中100%摇号的政

策真的可以落地吗？

2.这一政策是否和《民办教育促进

法》中民办学校享有招生自主权的规定

相冲突？

3.有权有势者接下来会怎么开后

门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该负责人说，

必须落地，一定会落地。这次是动真

格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该负责人说，《民

办教育促进法》中只有办学自主权，只

是在实施条例中提到招生自主权，目前

正在根据文件修改具体的实施条例。

笔者特地去查了相关资料。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条规定：“民

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

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2004年3月，根据《民办教育促进

法》制定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民办学校享有与同

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自

主确定招生的范围、标准和方式。”

2018年8月，司法部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

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

第三十一条有：“实施学前教育、学历教

育的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

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在审批机关核定

的办学规模内，自主确定招生范围、标

准和方式，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民办学校招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

维护招生秩序，公开公平公正录取学

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组

织或者变相组织入学考试。……”

原来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中，确实规定了民办学校可以自主

确定招生范围、标准和方式，也就是拥

有招生自主权。而在最新修改的草案

当中，招生自主权仅限学前教育和学历

教育，并不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

中），对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特别要求不

得组织或变相组织入学考试。

该条例修订后正式实施，将和文件

中规定的公民同招、民办全部摇号等政

策不再冲突。

对于第三个问题，该负责人说，为

了不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更要推动这

项政策落地，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这个漏

洞给堵住。说实话，现在要开后门，领

导压力是很大的，他要掂量掂量，万一

被曝光的后果。比如，浙江省这几年严

格实行公办零择校，你想找人开后门，

还真没有办法。

因此，制度越严密越完善，大家就

越轻松，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李恒良（楼主）
为响应号召，去年宁海县19所学校

与中国台湾19所学校结对签约，以助推

两岸教育共同繁荣发展。今年上半年，

宁海县城中小学四五十名师生进行了

为期8天的研学旅行，其中我的班级共

有9名学生报名参加。在这正常的教学

时间里，这些学生去中国台湾研学旅行

有没有必要？各位坊友怎么看？

徐如松
研学旅行是省教育厅推出的中小

学综合性学习举措，对提高中小学生的

综合实践能力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组织中小学生到何处研学旅行，以

及研学旅行的组织方式和目的为何，都

要经过教育局的审批。尤其是出国或

者到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研学旅行，审批

的程序一定更加严格。

龙泉许东宝
研学旅行走走看看写写，应该是很

好的学习模式之一。去宝岛研学旅行，

主办单位的大方向是对的，台湾省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到中国台湾

研学旅行，从学生知识的获取上，从增

进两岸的交往上，都是有利的。至于楼

主说的时间欠妥当，学生功课落下了怎

么办，交给旅行社去安排是否放心，以

及收费等问题，学校需要考虑周全。

杨铁金
教育要“三个面向”，中国台湾教育

的现代化水平不低，又有许多大陆带过

去的文化遗产，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

海峡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是青年

学生研学旅行的好去处。研学旅行开

展两岸合作交流，取长补短，利于统一

大业。

赵占云
研学旅行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游学、“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成为素质教

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能够引导学生主动适应社会，

促进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深度融合，培养创新人

才。特别是近年来浙江省推进建立“千校结好”平

台，学校研学旅行成了一个常态化行为，也成了一种

教育时尚。但是一次研学旅行的价格不菲，一般都

需要学生自费，有人说是一种“贵族式”的学习方

式。这一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李恒良
这次研学旅行活动，学生们除了用两天半时间

走进中国台湾的中小学校园，还参观了一些人文景

点，对当地的文化风俗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仅开阔了

眼界，还学到了知识，收获颇丰。

宣赵建
这样的研学旅行肯定是有益的，取长补短，不仅

中小学生可以去，广大青年也应该去。

龙泉许东宝
如果此次研学旅行不占用正常的教学时间，我

想楼主是不会有疑问的。请一两天的假，中小学课

堂落下一两个新内容，教师抽空无偿补一下，对学习

影响不大；但这一去八九天，就不好说了。研学旅行

很重要，去祖国宝岛研学旅行，意义更是重大。如果

既开展研学旅行，又不影响正常教学，那就更棒了。

柯桥中小学陈建新
学生如果仅仅是在校园里读书本，不走出去开

阔眼界，想要拥有宽阔的视野只能是一句空话。不

仅是中国台湾，只要是没去过的地方都值得一去。

翘 楚
赞成研学旅行，但不赞成在上课期间去研学旅

行，建议安排在暑假期间，这样不耽误学习。如前所

说，一个班有9名学生去研学旅行了，人数接近三分

之一，那么教师是继续上课呢，还是停下来让学生自

习呢？

此外，赞成组织学生研学旅行，但不赞成组织中

小学生出国或到中国港澳台地区研学旅行。为什

么？因为中小学生年龄小，照顾自己的能力不够，带

队教师有压力。

带队教师跟学生一起出去走走，觉得还不错，但

带学生外出毕竟辛苦，还要担责任。研学旅行不是

只有一种途径，假日里由家长带出去，既可以促进亲

子关系，又可以减轻学校压力。

□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中心小学 吕国飞

初秋，我迎来了36个一年级的小家伙。
每个清晨，我以秋阳的热情迎接，然至傍晚，我的

热情燃烧殆尽。
“吕老师，”小不点端着一叠本子给我，“我们组少

了一本，可他们都说交了。”
“吕老师，我们组多了一本，我不知道多了谁的，我

不认识其他小朋友的名字。”
……
唉，时间不能耗费在收发本子上，教学进度还得跟

上，只能暂且由我担任“大组长”吧。
认读第5课“虫”“鸟”等生字，小朋友放开喉咙大

声跟读。
我时不时地拓展一些成语：“‘虫’，‘雕虫小技’的‘虫’。

你知道‘雕虫小技’的意思吗？”
“就是做一件事简单到爆。”
噢，神奇的一年级小朋友，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

还有更神奇的在后面。
“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对我来说都是雕虫小技。”
“哇，真厉害。你一定读过很多故事书吧。”
“嗯，我是幼儿园的小明星，我认识很多字。”
小朋友的一句话，令我灵感闪现：“现在，你就是我

们这节课的语文小明星。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认
识一下这位语文小明星的名字吧。”

我用白粉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书写“陈霖”，
并在名字前用红粉笔画了一颗五角星。教室里安静
极了。

“‘霖’字，好有意思呀。下雨了，雨点落到林子里，
林子里的大树越长越茂盛。”我边写“霖”字，边解释。
接着，我请学生们齐念“陈霖”3遍。

陈霖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在小朋友崇拜的呼
喊声中昂头挺胸，两眼发光。小朋友一齐呼喊自己的
名字，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呀。

“下一位语文小明星会是谁呢？”我话音刚落，“唰”
全班小朋友齐刷刷地挺背坐正。

“‘鸟’，‘笨鸟先飞’的‘鸟’。谁知道‘笨鸟先飞’
的意思？”

一只小手举得笔直：“‘笨鸟先飞’的意思是一个不
聪明的人，要比别人先努力。”

哇，又一位语文小明星诞生了。我把他的名字“田
方圆”端端正正地写在黑板上，再标上五角星。有特色
的名字，我在“方”和“圆”下面各画了一方一圆两个图
形，利于小朋友记忆。

学生们大声念：“田方圆，田方圆，田方圆。”
稚嫩的童音，让小朋友

的名字仿佛嫩叶一般生机盎
然起来。

一节课学习了两个名
字。以此速度，两周内，全班
学生的名字都能认个遍。

□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吴笔建

公开课不好上，最怕没有新意。虽然我们常

说教学要回归本真，要体现常态化教学，但公开课

是让人观摩的，就像是一顿大餐，总得有点作料，

偶尔吃上一次未尝不可。如果大餐淡乎寡味，听

课教师就会觉得没有收获。为了给见多识广的听

课教师耳目一新的感觉，执教教师绞尽脑汁，别出

心裁，不辞辛苦，从教学设计到教具制作，每一个

教学环节都经反复打磨，台下数月之功，换来台上

精彩一刻。创新课堂教学一定要让它看起来完美

无瑕，令人折服。

平时偶居评委之列，我常常陷入沉思，扪心自

问，在创新设计与学本课堂之间，究竟孰轻孰重

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以后者为重。

从“生本课堂”到“学本课堂”，不变的课堂主

体永远是学生。对学生而言，每一节课都是新

的。只要能启发、引导学生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

这节课应该就是成功的。所谓的创新设计，无非

是给听课教师或评委一个良好的印象罢了。每一

个新的教学设计效果如何，最终还得接受实践的

检验，以学生的学习效果来评价。

刻意的创新、模仿、迎合，往往会让人焦头烂

额。教学设计只是个形式，而教学目标才是主要

的，形式要为内容服务，教无定法，何止千万，终极

目标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有识之士屡屡呼吁：公

开课不应作秀。对一线教师而言，我们应把更多

的精力投到学情研判中，为学生量身定制适合的

课堂。

公开课上使用经典例题过多，或许会让人有

一点题型太老、创新不足的感觉。但经典例题之

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们能很好地起到强化重点、突

破难点、巩固知识的作用，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若

弃而不用，是不是有点可惜呢？为让题型达到新

颖性和典型性的结合，大多数教师的做法是选择

最近几年的中考题。虽然所谓的题型“新”并不意

味着课堂的“新”，但至少不会让人在观感上有雷

同之嫌。

或许有人会说，教学设计是否有新意，是考量

一位教师的综合素质、专业水平和课堂驾驭能力

的重要标准。诚然，如果教学设计能激发学生更

多的兴趣，令所有人眼睛为之一亮，又能轻松收到

良好的教学效果，那肯定是再好不过了；但这种

“新意”如果把握不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就会适

得其反，成为败笔。

有时我与年轻教师交流，毫不保留自己的看

法：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还是稳中求新，不要冒

进。从这个角度思考，执教教师可以借鉴优秀的

教学设计，结合自己所能掌控的做法，比起从零起

步准备要显得省力一些。与其一味地迁就听课教

师的口味，不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内修素养，

外练技能，上好每一节常态课。

此外，我提倡推广“常态课化的公开课”，更能

凸显教师的功底，更具参考与学习价值，教师也不

必为开课耗费大量精力。而评课的标准应该很简

单——以学为本，只有学生学得好，才是真的好。

识字课认名字

澄清教育生态：民办全摇号政策将带来希望

公开课设计追求“新意”有多大意义？

从本学期始从本学期始，，宁波杭州湾新区初级中学开展宁波杭州湾新区初级中学开展““天天三个一天天三个一””活动活动，，即每天一小时劳动即每天一小时劳动、、一小时锻一小时锻
炼炼、、一小时阅读一小时阅读。。每天上午每天上午99：：2020，，学生们开展学生们开展2020分钟课间大扫除分钟课间大扫除，，校园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校园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下午下午
3：30，学生们奔向田径场，根据选修课程内容开展体育锻炼，校园一片沸腾景象。7：10—7：40是
晨诵时间，各班英语（或语文）课代表上台组织集体诵读；12：00—12：30是午读时间，由各班朗读
者上台，阅读名著佳作或儒家经典。图为午餐后，学生们穿上围裙，动手洗碗筷。

（本报通讯员 鲁纪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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