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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时代：
从如临大敌到化敌为友
□池沙洲

仅仅五六年前，
“电子毒品”
的危害和
吗？
“
”考了几分？
”
学校周边网吧的治理还是热议的话题。
大多都是在
“鸡自己”
，
所以不如称为
眨眼间，学生们再也不用翻墙去上网了， “自鸡期”
。
人人身上都带着一家
“便携式网吧”
。
第 3 个阶段是上世纪 90 年代。在
“自
清晨，在杭州的公交车上，我看到穿
鸡”过程中失败的前几拨人，升级当了家
着校服的男孩女孩，人人低头耷脑，着迷
长。他们总结：
当年高考是因为自己某学
于手中的方寸，
男孩玩游戏，
女孩忙追剧， 科不行，
其实补补就好了，
自己错过了，
绝
不能耽误下一代。
同龄人之间也甚少有言语的交流。
成年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进了
顺应这种市场需求，
培训机构应运而
地铁站，站上自动扶梯，总能听见一声温
生。开启了全民
“鸡娃期”
。
柔的语音提醒：
“ 请站稳扶好，不要看手
第 4 个阶段是新千年后的第 1 个 10
机或倚靠电梯，
注意脚下安全。
”
年。培训机构已成烈火燎原之势，
社会内
肇因在于近年发生的大量惨剧。在
卷程度进一步加深。但“鸡娃”群众发现
网络上搜索一下就知道，
沉溺手机引发的
一个问题：
我家娃上了培训班，
你家娃、他
事故不是个例。受害者们属于
“自己玩死
家娃一样也在上，闹了半天，我不还是没
有优势吗？
自己”
——走路看手机，
脚下踏空，
导致坠
可见，补单一学科的方式还是太落
落、溺水、被货车碾轧……很多相关视频
在网上流传。
伍，关键是要打通孩子的“任督二脉”，
也许是对这句语音提醒太熟悉以至
培养全能型、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做题
无感，
你仍然能看到不少在自动扶梯上被
机器。
手机照亮的脸庞。
于是，新的、更先进的教育理念出笼
过去，
很多人吸烟都有一个借口——
了，
出版社开始大批引入国外家庭育儿书
没有“手势”
（用手递烟、接烟、点烟、弹
籍，教育界也响应这个时代的需求，从官
烟……）。现在，烟民人数大幅度减少， 方层面积极推进新课程改革。
这一时期可称为“育儿期”。虽然是
人们却在无聊的等待中依托手机解锁了
新的手指技能，
“ 手势”似乎锻炼得更加
换了一种方式在内卷，但客观来看，从
灵活了。
指导思想到方式方法，均对上一阶段的
现象就先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再说
传统教育进行了反思，很多方面都走上
教育。
了“正途”。
教育的全民焦虑，不是现在才有的。
如今社会各界翘首以盼的 00 后人
打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
人们就开始焦虑
才，
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了，
提出过很多只争朝夕的
“战斗口号”
。
第 5 个阶段是 21 世纪 10 年代。前几
我归纳了一下，
“教育焦虑史”
大体上
个阶段积攒的能量，在这个阶段统一释
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放，
教育呈现高度内卷化态势。
第 1 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到上世纪
在这个阶段的中叶，
移动互联网出现
80 年代开始的一两年中，
很多人还没有反
了，
依托网络 4.0 衍生出大量软硬件，
知识
应过来，对高考没什么概念，有的人错过
和工具同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爆炸”
，
两
了，
有的人是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大学。这
股冲击波不断叠加，
产生衍射效应。
可以称为
“混沌期”
。
一方面，
无论对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
第 2 个阶段是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
育，
这不啻为一个福音。
时期产生了很多奋斗故事，
号召人们向身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工人和农民生产
残志坚的榜样学习，一部台湾电影《汪洋
的产品，可以避开“中间商赚差价”，通过
中的一条船》激励了很多人。
快递小哥送入千家万户；同样，知识产品
教师、
学生、
家长眼里只有
“努力”
两个
也不再需要
“中间商”
了，
教师作为知识灌
字。如果学生成绩不好，
原因只有一个——
输者的作用不复存在。
不努力。但那时“鸡娃”的氛围还没有形
快递小哥可以把纸质图书送到城市
成，教育小孩只有两句话“作业做完了
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互联网更可以把各

今年 5 月，我在《站着说》栏目写了一
篇讨论手机问题的文章，
当时很多读者读
了以后深表赞同，
但有的读者感觉文章似
乎言犹未尽，
读得不甚痛快。
我想，
主要原因是报纸篇幅有限。那
么，
本期我就接着这个话题再聊聊。
文章有反响，
说明文章中的问题已经
成了显性问题；否则的话，就算我说得再
有理有据，观点都未必能够为读者所接
受，
尤其是一些较为超前的或没有形成一
定舆论氛围的议题。
总而言之，智能手机的出现及其技
术的成熟，在给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
时，在教育领域已经成为教师和家长的
大敌。
我之所以敢下这样的论断，
除了读者朋
友有所共鸣，
更多的是有大量事实为证——
我们正处在一个战场，
战争的目的是争夺
手机。
有一次，在一个饭局上，我见证了一
对父女翻脸的过程。双方就是因为手机
的问题而吵得不可开交。
女孩是初中生，
手机里有她的社交圈
子，
这也许是一个青春期少女全部的精神
世界。
我也很理解这位父亲，
现在的学生过
早地承担很多东西：
父母颜面、家族责任、
人生抉择，
这些都具体而现实地表现为学
业压力。
要大幅削减女儿使用手机的时间，
这
也许意味着，
这个女孩子的一部分生命将
被剥夺。
一个小小的长方体高科技硬块，
给生
活打了一个死结——家庭矛盾焦点。这
个结，无论是父亲、女儿，还是在座其他
人，
谁都没有办法解开。
70 后和 80 后从小就被告诫：不要看
太多电视，
这既不长进，
也影响视力。
然而，21 世纪 20 年代，一家人躺在
沙发上其乐融融地看电视的时光，被镶
嵌在相框里，被刻印在脑海中，再也回不
去了。
家几乎成了一个混龄宿舍。一到晚
上，父母、孩子、老人、客人……人手一部
手机，
一家人之间太少言语的交流。

种格式的知识：
文字、图片、视频、音频，
以
光纤和光速，输送到每一个终端，无论这
个终端是在桌面、
床头、
挎包还是裤兜。
再也没有人可以号称知识的拥有者，
实现自主学习的障碍彻底消除。
金庸武侠小说不再流行，
人们不再幻
想拥有一部绝世秘籍。绝世秘籍到处都
是，
而且随时可得，
甚至有很多是免费的。
然而，另一方面，
“ 月之暗面”相伴
而生。
人们不再有耐心完整地阅读一部书
籍了，
短视频、小游戏、表情包……通过手
机源源不断地倾泻而出。接受信息很多
时候不是为了学习，
而是获得快感。
在全民阅读这件事上，
这是一个最好
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因此，可以预测，新的 10 年，教育内
卷方式又将发生巨变，并不会按照“开始
内卷—进一步内卷—深度内卷—超级内
卷”
的既定路径继续往前。
加量加压并不能让人在内卷中称王，
反而会适得其反，
产生恶果。
教师和家长们只要做好一件事，
这件
事情说起来非常简单，
操作起来很多人又
抱怨太难。我不说想必大家也知道，
那就
是——控制手机。
这个时代，
我把它叫作
“控机期”
。目
前，
我们正处于这个时代的早期。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打着类似“如何
控制孩子使用手机”
“控机宝典”
等标题的
图书会风靡一时。到那个时候，
人们已经
意识到，想要“卷赢”，关键任务就是控制
手机的使用。
只要控制了手机，
哪怕没有发生经典
意义上的“学习”，玩也能玩出泥土的香
味、奔跑的快乐。谁控制了手机，谁就控
制了未来。
到那个时
候，
人们会总结
出很多合理、
科
学地使用手机
的方法，
通过权
威部门的制度
约束、
教育专家
的技术指导，
有
条不紊地学习
并实施。

东阳市江北第二小学积极引进蛋雕课程 ，
从刚开始接触蛋雕时一
次次﹃碎蛋﹄的失败 ，
到后来一件件精美作品的诞生 ，
蛋雕社团学生的
技巧越来越娴熟。图为学生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创作蛋雕作品。
（本报通讯员 黄 强 摄）

认领生字
□宁波市镇海区贵驷小学

胡晓玲

到 了 小 学 二 年 级 ，识 字 、写 字 仍 是 教
学重点。
经过一个学年，学生的识字能力已经大
大提升，逐字教学生不仅会浪费时间，还会削
弱学生的学习兴趣。于是，我决定采用认领
生字的办法。
认领生字分三步走。第一步，
认领：
学习
新课的前一天，开放学生认领生字，每人限领
一个。第二步，
培养：
生字的
“主人”
要对生字进
行
“培养”
，
如制作生字卡片、
了解字形构成等。
第三步，展示：在课堂上，或利用晨读时间，在
全班面前展示认领的生字。
明天要上《识字一》，10 个生字很快被认
领完毕。
课间，有的学生就已经开启培养行动，用
水彩笔或马克笔在卡片上写字，平翘舌音和
前后鼻音特地用红色的笔标注。学生们还一
起讨论怎么才能记住这些生字，除了一年级
学的认字方法“加一加”
“减一减”
“换一换”
之
外，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展示时间，学生们拿着生字卡片排成一
列，依次介绍生字的读音、结构、偏旁、可以组
什么词等。有的学生还会出示实物，如认
“帆”
字，一个学生就拿来了家里的帆船模型，
令每个学生都印象深刻。
最后，大家一起把掌声送给生字的“主
人”，生字已经牢牢地记在学生们的心里。
认领生字行动，不仅把识字的自主权交
给学生，也锻炼了他们的口语交际、细心观
察、查找资料和认真思考的能力。
我又补充了新的规定：一是，在本周接
下来的时间里，没有认领到生字的学生，无
须竞争，直接认领，以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
二是，随文要求识记的生字，其展示环节穿
插到课堂中，不再单独进行展示。
生字不再可怕，识记也不再枯燥，学生们
沉浸在认字的快乐中，认字的本领也在慢慢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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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无定法

一块橡皮引发的诗意课堂
□杭州湖畔学校 王来润

肯定，课堂气氛瞬间被调动起来，
学生们的神情显得更专注。于是，
我发现学生对儿童诗的欣赏
我趁机拿出那袋橡皮。
与创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个别
没料到，学生们并未表现得特
调皮的学生偷偷地告诉我：
“老
别开心，反而流露出遗憾的神情。
师 ，我 觉 得 写 童 诗 不 用 写 那 么 多
我解释了这些纪念品的特殊
字，没有什么心理压力，而且还能
意义，并为缓解气氛转换话题，微
得到表扬。”
笑着问：
“ 你们是不是也想回赠老
我到杭州市滨江区某小学支
师一份礼物呢？”
教的一个学期即将结束，该以怎样
“想的呀，可我们没有准备。”
的方式和五年级学生共度最后一
学生们回答。
堂诗意读写课呢？
“今天我们就以这块橡皮为
此时，我所属学校通知领取物
题，每人创作一首童诗送给老师，
品——一批印制着校标字样的橡
怎么样？”我宣布了课题，紧接着从
皮，说是赠送给支教学校学生的小 “橡皮的样子和用途”入手，引导学
礼物。
生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
这让我内心升腾起一丝暖意，
诗意的阀门正慢慢地被打
与此同时，头脑中也产生了一个大
开，课堂也变得愉悦起来。
胆的想法：何不以这块特殊的橡皮
“接下来，你能根据橡皮的特
为主题，设计一堂充满温馨与诗意
点、用途，展开奇思妙想，创作出属
的课呢？
于自己的童诗吗？”我抓住时机，从
上课伊始，我充满深情地对学 “实”和“虚”两个方面，帮助学生打
生们这学期优秀的表现给予充分
开思路。

从“实”的方面，学生用诗的语
言来赞美这块橡皮：
“ 橡皮，如此默
默无闻，却又无怨无悔，呵护着纸
张的纯洁和尊严，多么像父母。”
也有从“虚”的方面，展开天马
行空的想象：
“橡皮是尽责的医生，错别字
是狡猾的病毒。”
“橡皮是一名搓澡工，纸张是
爱干净的顾客，错别字就是污垢。”
“橡皮是位化妆师，错别字是
小痘痘，纸张宝宝的脸化妆后，变
得更白嫩。”
……
此时此刻，学生们的诗性思维
彻底被点 燃 ，一 首 首 充 满 童 真 童
趣的原创诗如潮水般涌出。就这
样，一块小小的橡皮，在学生们心
中变得诗意和美好。这充分说明
了，只要我们拥有一颗诗心，内心
存有一份善良和美好，那么，万物
皆 可 以 成 诗 ，哪 怕 只 是 一块不起
眼的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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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许东宝（楼主）
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口逐年
增多，很多偏远学校的学生数迅
速下降，有的学校只剩 10 多个学
生，有的甚至少于 10 人。专家们
认为，整合、撤并这些学校，优化
教育资源，对学生有利。而家长
们觉得，学生们到离家远的学校
就读，增加的不仅是家庭经济负
担，
还有对年龄较小孩子的担心。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yhglll
凡事皆有取舍，提防过犹不
及 ，权 衡 利 弊 取 中 间 ，各 取 所 需
就好。
徐如松
本 着“ 一 个 都 不 能 少 ”的 理
念，偏远微型小学还是不撤并为
好。村里有一所小学，能为乡村
带来文化信息和生机活力。
这些学校规模是逐年缩小
的，办学条件并没有缩减，生均占
有资源的比例反而增加了。
学校在家门口，不仅学生上
学方便，教师一般居住在本地或
附近村镇，
生活也方便。

偏远小微型学校是去还是留？

教师周刊·课堂创新

杨铁金
学校在，
希望就在。
过去，我们撤了许多乡村学
校，是在赶农民进城。现在仅存
的那些小微学校，每所学校虽只
有十几个、几十个、百来个学生，
也是一种文明的存在。
学校是将人气聚起来的地
方。学校不在，下一代就不在了，
家山荒芜，
人烟不至，
多凄悲。
龙泉许东宝
这项工作要以人为本，
不能机
械、
粗暴、
急功近利、
搞
“一刀切”
。
如一所学校的学生只有个位数，师资显然
过剩了。学生学习的不只是文化课，还有很多
实践内容，
这样对全面成长才有帮助。
把几所小微型学校整合在一起，对学校的
发展更为有利，
最终受益的还是学生。
至于家长担心的接送问题、吃住问题，现
在的条件都很好，尤其是学生餐，营养全面，真
的比在家吃的都要好。
撤并小微型学校好处多多，但工作一定要
做到家，
要充分尊重家长意愿。
有的地方举行听证会，让家长和人大代表
共同参与，把事情的利弊讲透，最终决定权在
家长手上。
zmh3652
农村偏远学校的学生数将持续下降，这学
期 10 人，下学期可能就剩 5 人，不撤也得撤，长
痛不如短痛。撤到规模较大的学校，让每个学
生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若干年后，不是学校保不保留的问题，很
多村落都将消失了。
dzh6024205
男儿有志在四方，这话不假。但飞出巢的
鸟儿也不能忘本。请别再提撤并偏远小微型
学校的话题。这样的学校更值得我们去保留，
去经营，将来成为老古董。拆了，到时候后悔
都来不及。
赵占云
偏远小微型学校应该整合、
撤并。
首先，
现在许多乡镇学校都有接送校车，
解
决偏远地区学生上学难问题，家长完全不需要
担心孩子的接送。政府又有对贫困学生乘坐校
车的专项补贴，
经济困难的家庭没有任何负担。
其次，新课标理念中提出的教育需求从
“有学上”转向“上好学”，相较于小微学校，一
些大学校的师资、教育设施都会更加优良且
齐全，对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十分有
帮助。
最后，学校即是一个小社会，人际交往等
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在小微学校中培养会十
分吃力。

下期话题：考试不达标就罚抄试卷，
这是什么“神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