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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朱建人

一年一度的中考语文作文题又出炉了。

在网上浏览了全省各市的作文题后，笔者认为

可以用“喜忧参半”来形容目前的命题现状。

所谓“喜”，是看到有多个市的作文命题

不约而同地关注了学生写作的心理真实，用

一种模拟生活交际的“任务驱动”方式，让考

生有对象、有目的地进行写作。这样的写作

是基于激活学生的真实表达需要，通过组织

书面语言加以完成的。譬如，杭州卷要求给

未来高中里负责社团工作的张老师写一封自

荐信，温州卷要求与不同的人分享有关“笔

记”的不同认识，绍兴卷要求给表妹写劝导

信，嘉兴卷要求对翼装女飞行员“为自己而

活”的宣言发表观点。依照这些作文题写作，

必然明显带有作者自我思想观点和情感色彩

的倾向性。这样的写作，完全符合《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写作教学目标和初

中生写作要求：“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

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同时，恰恰也是

我们普通人每天都可能遇到的写作内容和方

式。因此，通过选拔性的学业考试题目，引导

义务教育阶段的作文教学充分重视作文教学

的真实交际需要，发展学生生活所需的语用

能力，是对学生终身发展的观照。值得大力

倡导，并继续进行大胆地探索。

笔者发现，但凡贴近生活、贴近真实表达

需要的作文题，考生答题就很难宿构和套作，

这是因为其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受到即时考题

所赋予的任务驱动的，是其进行信息加工后

的自我表达，带有很强的生成性；但凡那些没

有时空限制的“永恒主题”式作文题，往往就

是被“套路化”的一个陷阱，令考生极易甚至

只能通过宿构或套作来加以完成，只是其

“套”题的贴切程度有差异罢了。

遗憾的是，这种“套路化”作文题依然变

换着面孔出现在与考生前途命运密切相关的

考卷里。在今年的浙江省中考试题里，也不

乏此类考题存在。这便是我对今年考题存

“忧”的部分。尽管这些考题比诸先前的选取

某篇“鸡汤文”阅读导入之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良，但其内涵

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大多是“启发”考生没话找话、硬做文

章，或者将曾经写过类似话题的旧作套用上去。须知，大多

数初中生的思维水平尚未达到能对“变化与永恒”之类的哲

学思辨命题发表原创性观点的程度，也难以用适当的事例陈

述自己对此的深入理解，于是只能鹦鹉学舌地搬用一些所谓

的名言警句或经典故事来拼凑成一篇貌似底气十足，却并不

走心的符合命题要求的文章。这样的案例普遍存在于今天

的学生之中。张志公先生在《谈作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

中谈道：“传统的命题作文的办法，如果运用得不当，里边就

有很坏的东西：使写作神秘化，让学生视写作为畏途；又把写

作庸俗化，形成学生一种无对象、无目的，为写作而写作，视

写作为文字游戏的态度。”用这句话对照一下当下许多作文

题，真可谓一语中的！

至于另有个别中考作文命题有文学创作要求，窃以为，

这样的命题是背离了课程标准的。文学创作带有很强的不

可教性，极具“小众”特点，并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语文学习

的目标，于绝大多数考生而言也存在评价的不公平性。如此

命题势必会严重误导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叶圣陶先

生早就指出：“语文课令学生练习作文，唯求其能将所知之事

物，所思之意念，以书面语言写出之，确切明白，无赘无误。

此是毕生所需用，非学好不可。至于吟诗作歌，撰写小说戏

剧，学生苟有兴为之，教师亦宜予以鼓励，然非语文课学习之

标的也。”深以为然。

望我们的试卷命题者准确把握命题的课程目标导向和

语文教改导向，真正将作文

引导到学生终身所需的“语

言表达和文字写作”关键能

力的培养上来，让作文成为

学生实际生活中自我表达

的真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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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临近期末，嘉兴南湖国际实

验学校的教师们正忙着给学生们

撰写学科评语。它是这样的：“你

是班级里的‘读书大王’，本学期

阅读书籍32本，阅读展示为‘满

星’。”也是这样的：“你的发言、作

业记录都属优秀，但订正作业有4

次未及时上交。”还是这样的：“你

英语背诵流利，语音语调清晰，但

要注意某几个单词的发音。”……

评语中的数据何以如此翔实，细

节如此精准？校长王建良说，这

得益于该校实施多年的分项评价

改革，其让教师的每一条结语立

论有据，让学生成长的每一小步

都“有迹可循”。

“举个例子，A、B两个学生期

末语文测试获得相同分数，但并不

代表他们整个学期的知识掌握情

况，以及阅读、写作等能力水平是

一致的。因此，传统的小学‘单元

测验+期末考试’式的学业评价体

系在当下显得心长力短。”王建良

介绍，该校从2013年9月开始，进

行学业评价改革的实践探索，各学

科开展能力立意的分项评价，在保

留纸质检测的基础上增加了表现

性评价，让能力可测可评，目前已

形成“基于学科核心能力的小学生

分项学业评价”体系。

据了解，该校的分项评价分为

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观察记录型，

这为该项评价最主要的特征——

“过程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南湖

国际实验学校的学生所用的课本

和作业本都有些与众不同——他

们每个人、每一科的课本扉页会粘

上一张课堂习惯记录表，而作业本

的第一页会粘上一张课堂作业情

况记录表。基于此，学生收到的任

课教师评价，不仅仅有答题的正确

与否，还包括坐姿、倾听、发言等细

节规范与否。王建良把这类评价

称为“自省式”学业评价，因为学生

要在教师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人

的认识，对自身学业展开日平价、

周评价、阶段评价。“目前低年级还

是以教师观察记录为主；中高年级

则由学生自评发言，教师观察倾

听，学生互评小组合作。学科不

同，评价内容各有侧重，比如体育、

科学学科侧重参与和合作，语文、

数学学科侧重倾听和参与。”王建

良说。

而第二类过关型和第三类综

合运用型，则为学生厘清了自身在

学科学习中的优势能力和薄弱项

目，分析了情感态度和学习习惯，

提出了以后的发展方向。学校要

求教师以学期为单位，列出任教学

科的评价项目、评价指标、评价方

法、评价细则，清楚“评什么”和“怎

么评”。穿起这些“散珠”的“主线”

是：既要考虑学科核心特征，又要

考虑学生认知发展与社会性发展

需要。

在该校，学生除了各学科必要

的知识储备和能力要过关，还要接

受该校专门为学生设定的学科必

备素养考核评价，比如，语文学科

的演讲与口语交际能力，数学学科

的估算、测量能力，英语学科的语

音面貌、听力等。王建良说：“这些

学科能力往往以前未被重视，但其

实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被纳入学科

的考核评价范畴。”

综合运用型评价指向学生综

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般

放在学期末组织，学科、年级不同，

形式也会不同。目前，这一评价主

要通过情境命题和设计情境任务

来完成。教师首先要清楚评价学

生需要具备的哪些核心能力，然后

通过设计主题活动或问题情境去

考查学生这些能力的发展状况。

低年级一般以游园方式展开，中高

年级以综合性测试为主，比如，本

学期三年级的评价主题是“从经济

实惠且符合校情的角度，规划校园

消毒最有利的方案”，五年级是“根

据某位教师平时的手机消费情况，

从4种手机优惠套餐中选择最有

利的一种”……王建良坦言，评价

方式本身没有优劣，只有适合或不

适合。“基于学科核心能力的分项

评价不排斥纸笔测验，而是同时采

用更多的其他评价方式，以弥补纸

笔测验的不足之处。”

“实施分项学业评价后，不再

用一张考卷来评定学生，也不再用

一个分数或等第去定义学生某一

学科的成绩。学生的学习成就感

得到增强，因畏惧、害怕考试而产

生厌学情绪的学生越来越少。”王

建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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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成长的每一小步都“有迹可循”

□本报记者 朱 丹

“孩子能读上公办园，我们老百

姓很放心！”恰逢招生季，衢州市衢江

区后溪镇的村民们在参观后溪镇中

心幼儿园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据

了解，该园由闲置的初中校舍改建而

来，将于今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作

为该镇唯一一所公办园，该园的启用

极大地满足了当地老百姓入好园的

需求。

下半年，衢江区将启用包括后溪

镇中心幼儿园在内的8所公办园，而

这些幼儿园从布局到竣工只用了一

年多时间。“尽管被疫情耽误了不少

工期，但目前全区基本实现了乡镇公

办幼儿园全覆盖。”该区教育局局长

刘俊介绍，去年2月，衢江区委区政

府下发了《关于大力推进教育质量提

升工作的实施意见》，为当地补齐学

前教育短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意

见实施后，专项投入2.3亿元，力求通

过新建、改建一批公办园实现政府托

底。据统计，2019年该区公办园新

建4所、改建9所，增加学位4410个；

今年9月，该区即将启用的8所公办

园中，7所为乡镇中心园、1所为城区

小区配套园，预计新增学位2430个。

由于历史原因，衢江区学前教育

存在公办园稀缺、民办园薄弱的特

点。“学前教育发展要实现‘逆袭’，首

先必须加快公办园和乡镇中心幼儿

园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刘俊告诉记

者，去年9月，按照省一级幼儿园标

准建成的衢江区实验幼儿园一开园，

便吸引了许多城区居民的关注，报名

人数远超预计招生人数。为了回应

更多老百姓对优质学前教育的期待，

该区把幼儿园建设与城镇化建设、新

农村建设挂钩，做到优先保证财政投

入、优先配置公办园资源，并且在选

址上保障儿童就近入园。

各乡镇中，廿里镇是较早推动乡

镇中心园建设的。过去10多年，廿里

幼儿园不断扩大规模，从几个班发展

为目前14个班级的规模。然而，随着

当地外来务工人员的不断涌入，以及

脱贫搬迁的新居民到来，近年来该园

适龄入园儿童剧增。对此，区教育局

联合乡镇各部门，启动了幼儿园异地

迁建项目。“新建的廿里幼儿园可以容

纳18个班级，有效缓解近年来学位紧

张的难题。”园长姜燕说，新园预计于

明年9月投入使用，而旧园将作为该

园其中一个园区，得以让附近的孩子

在家门口上公办园。

近两年，衢江区一方面快速扩大

学前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吸

纳优秀师资。截至目前，该区公办幼

儿园新增教师200余名，其中赴高校

签约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57

名。前不久，该区还面向全省选聘公

办幼儿园园长10名，此举便是为了配

强公办幼儿园管理队伍。衢江区实验

幼儿园园长徐成效是在去年的选聘中

脱颖而出的。不到一年时间，她不仅

通过规范办园让幼儿园逐渐走上优质

发展的轨道，而且带领教师团队探索

园本课程建设。

同时，衢江区还实施了“储备员额

制”，以此突破幼儿园教师编制“只减

不增”的束缚。“尽管统筹编制后，公

办园在编教师增加了不少，但这是远

远不够的。”刘俊介绍，在该区，非编

教师可以通过公开招聘成为储备员

额教师，“这两年，储备员额教师增加

了137人，不仅弥补了公办园教师编

制不足的问题，也打通了储备员额教

师的进编通道，提升了这部分教师的

待遇”。

一手抓扩容 一手抓师资

衢江加速补齐学前教育短板

本报讯（通讯员 江雯峥嵘）七一前

夕，开化县华埠镇中心小学组织师生走

进该县新四军集结组编旧址陈列馆。在

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过的地

方阅读红色经典、聆听红色故事、重温红

色记忆。

这是华埠镇小坚持“童心向英雄、铸

魂育新人”育人理念，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的一个缩影。开化地处浙西，全县有革命

老区村108个，拥有革命旧址、遗迹59

处。华埠镇小是一所百年老校,它就位于

当年新四军一、二、三支队的集结地，红色

印记随处可见，英雄故事人人耳熟能详。

学校因地制宜，借助“红色华小”这

一品牌，将传承红色基因作为学校的重

要教育内容，开展一系列具有童趣性、具

象化、易于小学生接受的红色教育活动，

其中就包括多条红色线路研学。师生们

不仅走遍了开化的红色景点，还去了中

共遂昌支部旧址、黄山屯溪新四军军部

旧址等地。

受疫情影响，这学期华埠镇小还开

启了“网上红色研学”，通过“空中课堂”

和每周一的班队课，由班主任以“图文+

视频”的形式，向学生们分享各地革命烈

士的英雄故事，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

14名大班幼儿
毕业前搞了件“大事”

本报讯（通讯员 吴 洁）幼儿园的孩子也能自主设计大

型玩具？杭州市红缨学前教育集团西岸园区14名大班幼儿

就做到了，他们经过几易其稿，反复推敲、磨合和实践，终于

在毕业前干成了一件“大事”——设计了一座巨型玩具。日

前，西岸园区专门举办了一场竣工仪式，该园幼儿与集团其

他两个园区的16名幼儿一起参与了大型玩具的试玩活动。

仪式现场，“小设计者”们拿着绘画设计稿向全体师幼

讲解了设计理念和玩法，并且不忘提醒试玩的同伴注意安

全。据了解，他们所设计的大型玩具除了巨型旋转滑梯外，

还有组合式的“攀爬滑梯”“绳结网格长廊”和“车型大黄

蜂”。园长黄静介绍，孩子们建造巨型玩具的想法是从一个

名为“我的理想国”项目式主题活动中延伸而来的。事实

上，从第一步巨型玩具的选址开始，孩子们就产生了意见分

歧，有的孩子觉得地点应该设在大草坪上，有的则认为放在

室内能防雨。于是，他们创作出10余个计划方案，并在班

级里进行投票，选出了人气最高的方案。最终，在专业设计

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优化了设计方案，确定了巨型玩具的整

体造型、材质及颜色。从想法到落实，这个项目历时半年之

久。“我们一直主张把幼儿园还给孩子，但这需要教师们‘舍

得’让孩子在幼儿园里‘拆天拆地’。比如，幼儿园曾经因为

孩子们喜欢玩具，设立了‘玩具好朋友区’；也因为他们对楼

梯的好奇，而成立了楼梯博物馆。”黄静说。

开化县华埠镇小：“红色研学”育新人

杨梅红啦!这几天，建德市大洋中心幼儿园的小小种植
园里热闹非凡，经过两年悉心培育，师生们亲手种下的两棵
杨梅树终于挂果了。该园趁机举办了杨梅节，孩子们架起
小梯子、提上小篮子，采摘自己的劳动成果。

（本报通讯员 蒋 燕 摄）

近来，庆元县城东小学的操场上格外热闹，数百
名学生身着武术服排练“香菇功夫”。据了解，该县
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即将迎检，作为“丽水市
香菇功夫传承教学基地”，该校担任了“香菇功夫”展
演任务。图为参演学生正在练习。

（本报通讯员 蒋伟锋 摄）

全球“申遗”看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