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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紧，如果受政府部门重托，起草教
育方面的标准、纲要、政策，那就会彻
与中小学教师闲聊，不止一次听
底将教育导向错误的方向。
到他们吐槽这个专家那个学者，甚至
2. 不 学 而 无 术 。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断言：
“当下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专
展，专业细分更为突出。因此，一些需
家的问题。”
要专家的地方，诸如讲座、评审、起草
最近又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位中学
文件等，涉及方面和对象较多，还得考
名师的文章，题为《为什么专家每次给
虑节省成本，限定使用某一领域的专
教师讲座，总要使劲批评教师呢？
》。 家会有困难，必须要邀请一部分领域
文章列举了诸多的案例，不客气地指
外的专家。
出：
“ 台上嘉宾讲座以批评为主，是一
而专家一旦接受了跨行任务，
就得
种套路”，
“讲座嘉宾批评这位教师、那
认清自己的不足，虚心认真地补课，
位教师，我倒觉得他应该先批评一下
起 码 不 出 现 基 本 的 认 知 错 误 ，贻 笑
自己。因为他滔滔不绝地说了那么
大方。
多，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跟没说一
面对自己不懂的东西，就应该老
样”，
“最可怜的是台下的听众，浪费时
实承认。笔者曾经搞过“混沌理论”与
间和精力听了一大堆无聊和无用的 “预见性思维”等研究，很欣赏一位专
东西”
……
家在我的申报书上的留言：
“从未研究
请不要埋怨教师们言语的刻薄， 过混沌理论，不敢妄评。”
我们的专家学者有着各种头衔，但确
而另一位专家的留言只能让我啼
实需要反躬自省：对中国教育的发展
笑皆非：
“ 当下都注重生成，你却强调
起到了什么作用？是积极的作用，还
预设，这是不是不合时宜？”原来这位
是损害甚至阻碍的作用？当然，没有
专家连“预见”的概念都没搞明白，居
一个专家学者会在主观上带坏头，但
然将它等同于
“预设”。
坏的影响确实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主
有一位教育学硕士撰写了研究
要原因有四。
“翻转课堂”的论文，结果在答辩的时
1. 跨行而无知。俗话说：
“ 隔行如
候某专家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评价：
“课
隔山。”有的专家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
堂怎么能翻转呢？立论就不对啊。”答
域里面也许相当出色，其他领域就不
辩学生差点被雷倒。好在此时另一位
好说了，但某些专家的胆子很大，什么
学科专家出来打了圆场，算是把此专
领域都敢涉足，而且敢于不懂装懂，结
家的
“不学无术”
遮掩过去。
果是：有的教师信以为真，误入歧途；
还有一位本科生写了一篇论文
有的教师半信半疑，陷入混沌；有的教
《中学法书临摹研究》，结果他的导师
师坚持真理，嗤之以鼻，甚至从此不信
将“法书”
（又称法帖，用作学习书法范
专家。无论哪一种结果，都像上文作
本的古代名家墨迹）全部改为“书法”，
者所说的那样，是在白白浪费教师的
令此生吐槽多年。
时间和精力。
必须承认，除非天才，一般专家只
专家的不当言语影响部分教师还
能在自己的专业上“专”，在其他领域

存在盲点是正常现象。专家在其他领
域里承认无知并不可耻，相反，
“ 强不
知以为知”，那么被人称为“砖家”就一
点也不冤枉了。
3. 哗众而无端。有的专家所学即
是教育学，或者确实是学科教学论的
专家，所作讲座的内容也是自己十分
熟悉的，按理不该有什么问题。但他
们在讲座时使用了无中生有、张冠李
戴、言过其实等无端的手法，目的是炫
耀自己或哗众取宠。
例如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视频，
某专家为批判现代高考出题荒唐，居
然将“广州起义第一枪是谁开的，第二
枪是谁开的，第三枪是谁开的”的段子
当作了某省高考卷试题，对该省高考
命题组肆意讽刺挖苦，严重损害了该
省命题组的名誉权。
这样的专家可能会让听众暂时上
当，但听众了解情况之后，就会鄙视这
种不专业的态度。还有上面那篇中学
名师的文章中就提到有专家“竟然批
评台下的教师通通不懂教育，是千古
罪人”，这种夸张到歪曲事实的表达，
无助于教育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更无
助于教育的改革与进步。
4. 偏袒而无行。有的专家不是没
有学问，也不是水平不行，而是受某种
情感与其他心理的支配，
进行了与其身
份不相配的评价，作出了错误的论断。
这种“无行之行”主要出现在对一线教
师的评课或学生论文的评审中。
如某课程论专家，著有相关的论
文论著数本，以其学问水平，评课当是
小菜一碟。但令人咋舌的是，有时候
他的评课大失水准。底下一线教师普
遍看好的课，被他评得一塌糊涂。相
反，一线教师眼中的差课，却被他捧上

了天，而且还用这理论那理论来包装，
说得头头是道。
一线教师始终也没想明白好课变
成差课、差课变成好课的原因，以至于
有的一线教师误以为这是个伪专家。
事实是，这位专家在进行暗箱操作：因
优秀名额有限，他只有把课上得好的
教师打压下去，才能将关系密切之人
提携上来，于是就昧着良心作出了颠
倒黑白的评价。
这类问题在研究生、本科生的论
文评审与答辩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
比如，有的专家为了突出自己的学生，
或为了对抗与自己有意见的导师，就
大胆妄评，在学生心目中留下了极坏
的印象。
以上提到的四类专家，还算是学
有专长之人，因为种种原因滥用话语
权，而为人诟病。还有一类专家，并没
有真才实学，他们能够成为专家，是通
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例如，这些年
媒体时常会披露这种现象，某专家因
为学术不端或学位造假，被剥下了专
家的画皮。这一类的所谓“专家”，如
果任其在各种平台上胡乱指点江山，
恐
怕会让更多的人受其误导。
我在这里只想对所有的专家学者
们提个醒：既然成为专家，掌握了一些
学科话语权，就一定
要自珍自爱，自重自
强，慎而又慎。影响
个人声誉的事小；误
导广大教师，
妨碍中华
民族教育发展事大。
（作者为浙江省
语文特级教师，浙江
师范大学教授、硕士
生导师）

春回大地 ，
湖州市戴山学校的学生在教师带领下 ，
在校园里种
上一棵棵树苗 ，
并挂上五彩的标牌 ，
和小树一起快乐成长。图为活
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金新林 摄）

工具编号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王雨青

课堂放歌
□常山县第一小学

占洪良

全课，引导学生探究，感悟丝绸之
路的神奇与伟大。学生朱梦怡有
感而发：
“ 真想不到，我们现在经
常吃到的黄瓜、石榴、葡萄等都是
从丝绸之路带来的。”
见时机成熟，我播放了 2015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那英演唱的《丝
路》。歌词以及沙画视频对丝路的
描摹，
都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合。
教学《白杨》引导学生从爸爸
的神情变化感悟边疆建设者的奉
献精神，并了解作者借物喻人的
写作手法，播放蒋大为演唱《小白
杨》视频。放到一半时，学生们都
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
对于明天《把铁路修到拉萨
去》教学中的放歌，我有另一番设
想：先打印歌词，分发给学生们品
读，然后再聆听韩红演唱的《天
路》。继而，以“是啊，多么神奇的
一条天路。这样的天路，在建造
时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想
象的困难。筑路工人又是怎么面
对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把铁路修到拉萨去》”一语过渡
到课文的学习。
罗素说：
“ 参差多态，乃是幸
福的本源。”我始终以为，陌生化
的课堂是学生们更乐意参与的。

柯桥小学陈建新
对于教师用微信、QQ 布置
家庭作业（指任务或要求），我表
示反对。因为这样学生做什么作
业还得回家问家长。所以，微信、
QQ 可以作为一种备用形式，提
供当天作业给学生和家长，便于
让请假未上学的或漏抄作业的个
别学生查看，
便于家长对孩子的作
业进行有效监督。
至于用手机或电脑做作业，
我个人以为，不可一刀切，有条件
的学生可以选做，在互联网时代，
利用网络学习与工作是趋势，关
键是要把握好度。
2018 年 12 月 12 日，教育部官
网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网络
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
见》，提到“到 2022 年，面向各级各类教育、
全体教师
和适龄学生，全面普及绿色安全、可管可控、功能完
备、特色鲜明的实名制空间。”要建立学生网络空
间，
不通过手机或电脑，
用什么来操作？

天地间
用微信、QQ 布置作业，我并不认为是坏事，相
反是与时俱进的大好事。这次教育部真正禁止的，
着力点应该不是布置作业，而是在让家长批改作业
和签字这两点上。
阿 国
教育部对于布置作业的此项规定，其初衷是不
希望学生及家长在学校之外依然被无限作业牵连
波及，本该用在亲子活动、动手实践以及户外锻炼
的校外时间，被无限可能的作业魔手侵占。毕竟登
记在纸上的作业量更容易引发教师本人以及学校
的反思和警惕，并且少数特别心大的家长会直接把
手机丢给孩子，甚至为了方便孩子看作业题专门给
他配手机，这样的行为必须予以抵制。但话又说回
来，要小心矫枉过正。明明在黑板上布置过的作
业，
个别家长还会在群里询问，
这样算不算违规呢？
小监视器
在信息时代，作业更应该用微信、QQ 来布置，
但是如果要让学生通过微信、
QQ 上传作业，特别是
音频视频类的，会引起家长极大的反感，应该严令
禁止。
教师布置作业要采取多样方式，不要什么都直
接在群里发布，有些只针对部分甚至个别学生的内
容，
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就是无关信息。
我们讨论的应该是哪些作业可以通过微信、
QQ 来布置，而不是应不应该用微信、QQ 来布置作
业的问题。
阿 国
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作业习惯，我们学校专门
定制了富有特色的家校联系本，记录内容不仅包含
每日的作业、学生完成单项作业的时间、每日阅读
和体育锻炼情况，还有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态度评
价、
跟教师的简短交流等，
都能在一本之内得以体现。
wx_M5T2fgQ2
不用微信、QQ，用手机短信留作业，一个月要
多交 10 元，
这合理吗？

下期话题：
怎么看“迎战总动员”
？

无须注册

招

在《中国最美的语文》一书
中，夏昆老师以大量的笔墨讲述
了他组织学生在语文课上开展音
乐欣赏活动的情景。他能这样
做，是因为所带的是高中生，有一
定的音乐鉴赏能力。而在小学课
堂上，对音乐详加品评似无必要，
但将音乐用于课前引导、调节气
氛，应该是一个提升课堂品质的
好方法。
我喜欢音乐，经常在语文课
上为学生播放音乐。放完歌曲，
我不多讲，偶尔问问“这首歌唱的
是什么”
“ 这首歌表达了什么感
情”
等简单的问题，
便正式上课。
两年前，教五（下）第一单元
时，上每一篇课文前，我都播放一
首与课文内容相契合的歌曲，如
课文《草原》配《美丽的草原我的
家》，教学《把铁路修到拉萨去》就
放《天路》，还有《白杨》和《小白
杨》、
《丝绸之路》和《丝路》等搭
配。就当时而言，放歌在一定程
度上确实愉悦了我们师生，每一
课都上得顺畅自如。
这几天，又一次邂逅这一组
课文的教学。

上《草原》一课时，我“故伎重
演”——放歌，但又不想重复老
路，于是把歌曲换成了《天堂》。
学生们完全陶醉在腾格尔的
歌声中了。上课时，我明显地感
觉到很多学生仍在回味，似有余
音袅袅。我和颜悦色温馨提示，
一本正经组织交流，声东击西敲
山震虎，反复强调重点内容……
结果，我颓丧地发现，无论我的语
调如何抑扬顿挫，肢体再怎么比
往日夸张，仍有很多学生不能够
集中注意力，真不妙，腾格尔的歌
声钻进他们心里去了。
下课了，我开始反思：以美好
的心境走入课文学习的初衷没
错，但过犹不及，腾格尔音乐的气
场太足，完全盖过了学生对新课
新知的探索欲望。让全身心沉浸
在音乐享受中的学生，来个一百
八十度转弯，即刻投入到相对平
淡的语文学习中，何尝不是难为
他们呢？
这一教训需要牢记，但在课
堂上放歌的想法没有改变。
《丝绸之路》的教学开始了。
我以学生熟悉的《西游记》背景讲
述，过渡到丝绸之路，再以“丝绸
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一问贯穿

课例展板

李恒良
现在用微信、QQ 布置的作
业基本不是学科作业，而是安全
教育平台、智慧教育平台或手机
App 上的作业，一学期要完成 8 次
左右；还有就是各科教师发的作
业提醒，让家长参与监督孩子作
业的完成情况。不需要家长检查
作 业 对 错 ，家 长 应 该 还 是 乐 意
的。学科作业一般会在课堂上
布置。

扫码参与

第

俗话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
室里劳动工具的使用寿命也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班级卫生工作能否正常开展。很多
班主任很苦恼，开学时，总务处下发的扫帚、
拖把、抹布等劳动工具使用还不到一个月就
破损甚至丢失了。
在谁手上破损就是谁的责任，这么说也
不公平，因为往往是长期使用不当，恰好在
某一天就损坏了。学生们没有形成珍惜劳
动工具的理念，每次出了这样的事，都让教
师来善后也不是长远之计。
有一次，我在走廊上捡到一支红笔。红
笔上用胶带纸贴上了主人的姓名，使得我顺
利地把红笔还给了这位教师。教师用的红
笔是统一采购的，长得都一样，丢了也不知
道是谁的。但这位有心的同事，用一张姓名
贴就很好地对公物进行了管理。
我突然从这里找到了灵感，班级劳动工
具也一样，之所以使用寿命短，归根到底是
因为学生没有把它当成自家的东西，缺少对
公共财产的维护意识。如果有一种制度，能
让每个学生都有一种“我是它的主人，我要
保 护 好 它 ”的 使 命 感 ，那 情 况 肯 定 就 不 一
样了。
于是，我指导卫生委员对班级里的劳动
工具进行编号。以扫帚为例，3 把扫帚分别
编为“1 号”
“2 号”
“3 号”，对应每天使用扫帚
的 3 名值日生。如果第二天发现扫帚破损了
或丢失了，
那相应的责任人就非常明确了。
在少先队活动课上，我们从思想层面
（主人翁意识培养）和技术层面（劳动工具的
正确使用方法）深化劳动教育，还在每学期
末根据不同劳动工具的折旧程度进行评比，
像奥斯卡奖一样选出“最佳状态扫帚”
“最佳
状态拖把”等单项奖，编号所对应的学生都
能评上该类别劳动工具的“最佳护花使者”
。
后来，用扫帚打打闹闹的情况没有了，
拖把头脱落的情况也减少了，学生每次用完
抹布以后，都会把抹布洗得干干净净，整整
齐齐地挂起来，
就像对待自己
的洗脸毛巾一
样。工具完备
了，值日生的劳
动效率也大大
提 高 了 ，真 是
“磨刀不误砍柴
270
工”
啊。

伊 人
好心不可做错事，教师也要
遵循教育规律来执教，布置作业
也 是 这 样 ，不 能 做 的 动 作 就 不
做。减轻学生负担，
要从作业开始。

网络目前只是作为家校联系的辅助工具

□蔡 伟

如何看待教师用微信 、 QQ
布置作业？（续）
——

为什么一线教师越来越不相信专家？

静若夏柳
教育是个良心活，在微信、
QQ 上布置作业的教师大多是负
责的好教师。现在对教师的工作
这也禁那也禁，寒的是负责任教
师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