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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勇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已经深入
人心。受此观念的影响，传授知识、学习

知识和巩固知识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学

校教育首要且几乎唯一的目标。但很多

教育人选择性忽视的，恰恰是帮助学生

去尝试运用知识改变世界，让知识变成

力量，让世界更美好！

在教学中，为了便于知识的传授，我

们的课堂往往会依照既定的教学目标，

遵循预设的教学流程，维持严格的课堂

纪律，采用满堂漫灌和大量操练的方

式。由于目标明确且高度锁定，环节紧

凑且高度控制，讲解细致且步骤翔实，

训练到位且高度熟练，就知识的传输和

掌握而言，中国的精熟教学模式无疑具

有快节奏、大容量、高效率等独特的优

势。实践表明，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国

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明显较为出色；

从PISA测试的结果也可以看出，中国学

生对于知识的掌握非常扎实；而在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信息等国际奥林

匹克学科竞赛中，中国学生的表现更是

一骑绝尘。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妄自尊大，

更不能选择性地忽视成绩背后的问题：

上海学生平均每周做作业的时间为13.8

小时（2012 年数据），同样位列世界第

一。这就表明，我们的成绩是以巨大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为代价而取得的。更令

人遗憾的是，中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

的成绩优势并没有在大学得到延续，反

而因为过度的刷题而磨蚀了兴趣和动

力；至于那些曾经光耀一时的奥赛冠军

们，后来也很少成长为相应领域的杰出

人物。

尤其严峻的是，在知识教育之外，我

们在个性培育、人格教育、实践能力培

养、创造力教育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

足。而这些恰恰是一个受教育者能真正

成才、取得卓越成就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也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必须依赖

的人力资源。

法国著名教育家赛勤斯坦·弗雷内

说：“知识不能单方面靠教师向一无所知

的学生传授，提供知识并不是教育的根

本目的，获得探索方法、培养思维能力、

具有创造性和批判精神，这些才是教育

所要追求的目标。”然而，当下我们最需

要反思的地方恰恰在此。钱颖一教授就

曾说：“我们对教育从认知到实践都存在

一种系统性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是我们

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

教师传授知识是本职工作，学生学习知

识是分内之事，高考也是考知识，所以知

识就几乎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

试问，这种把知识当作教育的最高

目标、把教育窄化为知识教学的方式能

够培养出适应未来的创新人才吗？显

然，答案是否定的。

托尼·瓦格纳在《教育大未来》中指

出：“在21世纪，仅仅掌握读、写、算这几

项基本能力已经不够了。几乎所有薪

酬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不管是蓝

领还是白领职位，都要求雇员具备解决

知识性或者技术性问题的能力。不仅

如此，我们面对的信息量也呈指数方式

增长，新技术在不断革新，社会挑战更

加复杂。因此，21 世纪的工作、学习和

公民责任要求人人具备思考能力，能推

理、分析、判断、解决问题，并能和别人

有效沟通。”

这便意味着，为了培养面向未来的

国民，教育必须超越知识，进行积极的变

革。一方面，要切实转变教育观念，根本

扭转“智育独大”“唯知识化”等错误认识

和做法，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培养体系，让学生在“五育”并举中修炼

道德情操、增长知识见识、锻炼健康体

魄、接受美育熏陶、开展劳动实践，并逐

步完善人格、发展个性、厚实素质、学会

创造。另一方面，要优化课堂教学方法，

善启发，勤互动，注重因材施教，进行差

异化教学和个别化指导；充分尊重并激

发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

作互助、深度探究，促进思维发展，激发

创新意识，培植核心素养；注重智慧技术

的融合，做好大数据的利用，实施精准教

学，减少重复训练，减轻学生负担，解放

学生时间。同时，还要大力推行以学业

质量评价和综合素质评价为核心的绿色

评价体系，优化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学

习PISA测试等先进命题技术，侧重考查

学生面对真实、复杂情境的问题解决能

力，通过考试的杠杆来改变唯分是图、独

重智育的局面。

康德说：“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

发展才是教育终极性的价值目标。”因

此，教育只有超越知识，把人当作最高目

的，才能切实地发展人，让人富有尊严地

过好今天，充满幸福地走向明天！

（作者系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研
究三室主任）

□郭云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
出“德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丰富发展

了党的教育方针，也对劳动教育提出更

高的要求。笔者认为，中小学在开展劳

动教育时，应遵循真实性、综合性、创新

性等实施原则，注重学生参与劳动的情

感体验，努力触及学生灵魂，达到劳动育

人效果。

真实性
真实性是开展劳动教育的前提。一

是创设真实情境。既要设计组织校园体

验性质的劳动实践活动，更要倡导学生

参与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情境劳动，杜绝

“假劳动”“纸上劳动”。二是鼓励真实参

与。要尽可能让学生经历真实完整的劳

动过程，丰富劳动阅历，通过高峰体验带

动学生思想认识的内化升华。三是生成

真实体验。要尽可能让学生获得丰富多

元的劳动体悟，真正全身心投入劳动教

育活动中，形成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

学校可以结合学校日常工作实际，

积极开发适合中小学生进行劳动实践的

岗位。比如，常山县钳口中心小学通过

开展“小岗位、小服务、小体验”系列活

动，创设供学生劳动锻炼的各种岗位。

如“辣椒种植”体验岗——结合“鲜辣美

食之乡”的常山名片，让学生种辣椒、护

辣椒、尝辣椒、读辣椒，感受“不吃辣椒不

革命”的红色精神，学会欣赏劳动过程、

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

综合性
综合性是落实劳动教育的载体。首

先，劳动教育不是单一的活动，而是一种

综合性的育人活动。在开展劳动教育过

程中，应充分考虑活动“多育”功能，即

“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

美、以劳创新”，共同服务于“培养全面发

展的人”这一目标。其次，劳动教育不是

单一的学科教学，而是一门多学科交叉

的综合课程。在构建劳动教育教学体系

时，应立足于劳动与技术学科课程，再结

合区域文化和学校实际，不断丰富和充

实劳动教育课程内容。再次，劳动教育

不是单一的知识学习，而是让学生从中

习得一种综合性的劳动素养。在劳动教

育实践中，学生不仅能增强朴素的劳动

感情、提高劳动教育价值认同，还能习得

必备的劳动知识、劳动技能以及终身受

益的劳动素养。

例如，开化县朝阳小学借当地恢复

中国传统手工造纸技艺——开化纸的

契机，成立了开化纸实践探究社团，开

设了开化纸文化课程，并将其逐渐完善

成为一门学校特色课程。学生在学习

传统造纸工艺制作过程中，按要求自己

动手完成打纸浆、试搅、制胶、晾晒、轧

纸等工序，制作出凝聚劳动汗水与智慧

的开化纸，充分体验劳动的艰辛与快

乐；学生用自己造的纸来绘画、写书法、

印毕业证书等，充分开展劳动创作、享

受劳动成果。可以说，借助开化纸这一

综合性的劳动教育活动载体，达到了综

合育人的效应。

创新性
创新性是劳动教育的价值追求。一

方面，开设创新性活动。新时代尤其是

在“互联网+”背景下，需要创新劳动教育

方式，策划符合时代特征和学生特点的

活动，激发学生参与劳动活动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

始于劳动，劳动也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此外，鼓励创新性成果。劳动能激

发人的潜能，随着劳动活动的开展，人们

能不断地改进劳动工具，创造出新的劳

动作品或劳动成果，进一步影响社会的

发展与进步。

比如，衢州市实验学校结合新时代劳

动教育的要求，注重创新课程的建设与成

果推广，引入机器人、航模、创客团队等活

动，鼓励小组合作开展探究，举办劳动创

新大赛，旨在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探索

精神，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

（作者系衢州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

□徐立华

钉钉（DingTalk）是

阿里巴巴集团专为我国企

事业单位打造的免费沟通

和协同的多端平台。近年

来，我校借助钉钉应用，把

农村学校也建设得更“智”

且“惠”。

学校管理更显“智慧”
我们利用钉钉已读、

未读和DING功能，将通

知和工作布置如钉钉子一

般，实现使命必达。

我们实现了人事管

理的快捷办理。如员工

的“入职离职”手续，教师

请“事假病假”或“临时外

出”等到指定区域一键完

成。颇受教师们欢迎的

是“员工关怀”，钉钉会自

动按入职时登记的信息

发出生日提醒，所有同事

都可以给当事人或在群

里发送生日祝福，教师幸

福感油然而生。

我们实现了教学事务

的快捷受理。如教师遇到

有事或有病请假，可实行

“调代课”管理，如此就能

准确地通知到班主任和相

关的教师；“学生外出”审

批经班主任发出，保安核

实允许学生外出后系统也

会通知相关负责人；学生

请假不乘接送车、教师参

加教研活动、师生获奖登

记上报等都能通过钉钉快捷受理，既便

于查询，又能导出数据。

我们实现了后勤保障的快捷处

理。如教师采购物品、领用物品，学校

里的隐患或故障上报、电教设备报修等

后勤保障事宜都可以通过钉钉申请，总

务员看到消息快捷处理；教师只需填写

文印室准印单，文印员就能按需按时完

成，校领导还能追踪纸张去向和了解消

耗情况。

我们用管理类日志统筹校务。“管

理周报”由校务班子成员填写完成上周

工作，安排本周计划的事项，统筹安排

校务；“常规巡查”由校级领导检查教师

落实教学常规情况后反馈成文，以促进

改进；“值周小结”由行政值周教师总结

要事回顾与展望、亮点展示、存在问题

等方面情况。

我们用校园类日志展示精彩。“值

周检查”由行政值周巡视校园，把师生

良好表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

在日志里展示；“校园活动”“校外活动”

由相关知情教师记录师生在校内外的

表现，如校内的社团、校外的春游等。

我们用家访类日志记录过程。“家

访记录”记载教师家访时间、对象、主要

事宜和结果；“家庭作业”发布各科作业

情况，方便家长知晓和督促孩子学习。

家校沟通体验“智惠”
我校将钉钉作为工作发布的唯一

平台，将钉钉班级群作为班级联系家长

唯一的组织方式。

在钉钉班级群，教师发布语文古

诗文积累、体育锻炼提升等打卡作

业，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教师

在班级群文件里建学科文件夹，把学

习资料放入其中，方便家长寻找；学

生把优秀作业放入，组建资料库，实

现资料共享。

有了钉钉，数据整理更轻松。我们

通过事先制定表格发布钉钉群里，利用

“在线编辑”功能快捷收集、整理学生数

据信息，如开学的报到数据、优秀学生

名单、推荐阅读书目等。

我校还妙用三直播系统，宣传学校

特色课程；通过钉钉群直播班级活动，

让家长错时参与；利用直播家长会、“六

一”文艺汇演等，让精彩活动可视。

到目前为止，家长们能随时查看学

校作息时间表和班级日课表、教师对孩

子“五育”并举的客观评价、孩子个性化

的详细成绩单……

笔者认为，面对新时代，建设智慧

校园，农村学校更应迎头赶上。未来，

我校将继续争取实现学生考勤自动化、

社团选课电子化、学生评价客观化、师

生就餐预约化、师生档案数字化、后勤

管理智能化等智慧管理。

（作者系桐庐县富春江小学校长）

□王炜荣

学校布置体育作业，提醒学生莫沉
浸于繁重的学业负担里，其间能站起来

活动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绝对是

好事情。然而，教师布置作业时还应想

得稍远一点，如让学生每天完成跳绳作

业时，可以再关照一句“住楼上的尽可

能下楼锻炼，不要影响楼下邻居的生

活”。笔者认为，即使只是一次普通不

过的小作业，也能带动道德教育这篇大

文章。

我们关心学生的成长，不能只停留

在生活层面，还应当关注学生的精神成

长。有些师长处处替孩子着想，只要他

（她）学习好、过得舒适什么都可以让

路。这无形中增强了这些学生的自我

中心意识，养成习惯“人人为我”的不良

心理。有些学生考上大学后离开父母

异地求学，好长一段时期不光不能料理

自己的个人生活，还跟室友磕磕碰碰甚

至发生矛盾。这些学生熟稔于从个人

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严重缺乏设身处

地替他人着想的能力。这与师长们平

时过于任劳任怨，不重视学生的人格养

成密不可分。

这个世界看上去很大，有时候又

很小。一个眼睛里只有自己，只会从

自身利益出发思考问题的人，无法和

谐融入社会生活，也注定不能取得他

人的谅解与同情。笔者认为，我们的

学生长大后，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必

须是一个有担当的公民。因此，师长

们在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教育方面有着

义不容辞的责任。应从小培养他们善

于体谅他人并力所能及地为他人服务

的习惯；培养他们干什么事都多想想

对周围其他人的影响，并切实照顾到

他人的基本利益。

学校是教育的主体机构，教师理应

引导学生更多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培

养学生的理想人格，为构建和谐社会和

美好家园尽到一份绵薄之力。

（作者系绍兴市第一中学教师）

作业布置前再多一点思考

11月29日，由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嵊州市
剡山小学等5所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实验基地学校联合
举办的“墨香书韵，以爱为旗”书法作品展在杭州博物馆隆
重开幕。图为学生代表正在现场书写“爱”字。

（本报通讯员 郑李军 摄）

超越知识，教育才能面向未来

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的实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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