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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有的学校，特别是高中学校，每次
重要的考试都要排名，不仅要排出学生
成绩在班内的班名情况，甚至还要排出
在全年级的名次，不仅总分需要排名，
而且各科也都分别排名公布。这样的
做法引起家长争议。反对者认为，公示
排名一定程度上对孩子造成了心里压
力，支持者认为，考试成绩排名能让学
生切身感受到竞争和压力，并且，通过
寻找差距增强学习的动力。

近日，记者就成绩排名这样的问
题，走访了海口部分高中学校。

为什么要排名？

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走访的这几
所学校没有一所学校不给学生的考试
成绩排名，只是在公示排名的方式上存
在差异。

学校究竟为什么要给学生的成绩
进行排名呢？“在当今高考体制下，排名
有着它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海口市第
一中学教务处主任连允锋说，对义务教
育阶段而言，教育部门有明确规定，不
允许公示排名，但是，高中阶段要求不
同，尤其是海南地区，高考总成绩采取
的是排位分，因此，排名位置十分关
键。为让学生了解自己不同阶段的学
习情况，同时让学校和各任课教师准确
掌握各阶段的教学水平，各年级组都会
组织对学生的考试成绩进行比较、排
队，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目标，采取更
恰当的方式，不断提升，以达到更好的
水平。

当然，排名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连
允锋介绍，海口市第一中学就成绩排名
的问题曾召开过多次教师会议，最后总
结出以下做法：对于学生成绩在全校不
进行统一排名，但各班班主任都各执一
份校排名，以帮助班主任更好地了解学
生情况和总结教学方法；班级排名不在
班级内公布，针对个别学生的需求，允
许私下找班主任了解自己的排名情况；
不仅如此，对于希望了解孩子学习情况
的家长，学校也采用短信的形式告知，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学生的隐私也及时
使得家长掌握第一手情况。

与此同时，海南华侨中学副校长尤
斌表示，对于公示学生排名，学校是禁
止的，“排名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了解
学生的情况，但同时也要保护成绩属于

后段的学生”。据介绍，为了鼓励学生
竞争上游，海南华侨中学采取只对成绩
前十名的学生进行排位和表彰，另设有

“龙虎榜”，鼓励学生人人争取榜上有
名。

排名为何惹争议？

当然，家长会上看到孩子考试成绩
排名的家长，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学生
家长吴先生说，家长会上发放成绩单早
已司空见惯，成绩好的孩子排名稍靠
前，家长会觉得脸上有光，孩子也很有
动力；然而，倘若孩子发挥失常导致排
名靠后，不仅家长有些挂不住脸，学生
的积极性也较受打击。

海口市第四中学一位学生家长陈
先生认为，逆境和挫折也是教育，考试
排名能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竞争和压力，
这有利于学生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同
时，排名可以直观给学生、家长、教师相
互了解的机会，从而调整方法和策略，
以便让成绩有所提高。

而海南中学一位学生家长赵女士
则认为，学校可以将学生的考试成绩进
行排名，但公示出来不尽合理，因为这
一定程度上对此次考试发挥不理想的

孩子造成了心理压力，不仅不利于孩子
提高学习，反而容易使其丢掉了自信。

如何排名更合理？

那么，如何排名才能激励学生的学
习热情，又最大效能地调动学生的自信
心呢？尤斌、连允锋等几位业内人士建
议：

排出前十名。每次考试只排成绩
最好的前10名。这种排名法不仅对前
十名有很大的鼓励，对成绩下滑的学生
也不会造成打击。

排出进步者。每次考试成绩总会
有上有下，其位置也有升降。排名可以
选择排出进步最快的10名或5名，让
更多学生多一点机会体会成功的快乐。

排单科成绩。学生的学习成绩各
科通常是不平衡的，甚至会差距较大。
各科综合起来排名，很有可能性因某一
科的缺陷而让其名落孙山。单科排，可
以出现更多的第一名，让更多的学生重
获自信心。海口实验中学学生家长林
森裕同时呼吁，家长也需理性地看待排
名，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自己，通过考试
成绩分析进退，从而制定合理的学习方
案，更好地提高成绩。

考试成绩要不要排名？

虽然推行的教学模式，还难成为大部分
教师的常规课堂教学模式，但教师们在实践
课改的过程中，有思考，有反思，有历练，有交
流，有互动，有学习，有成长。

孩子喜欢哪一位老师，他一定会
努力学习哪一科。从此，对孩子的学
习，我坚持做一件事，就是努力让孩
子喜欢老师

让孩子爱上老师
■ 易言

孩子刚上一年级时，我通过关系把孩子放进
大家认为最好的班级，但很快我就发现问题了
——那班主任临近退休，脾气有点大。所以，当孩
子喊屁股疼，坐不住的时候，我毫不怀疑是她打
了。

我找她论理。当着孩子的面，我跟她争得面
红耳赤，吵得天昏地暗……孩子躲在我身后，吓得
脸都红了。之后，我想让孩子转班而不得，无计可
施之下，我经常在儿子面前毫无顾忌地大骂那班
主任“老妖婆”，即便在街上遇见，我也扯着孩子愤
愤而过。

一个学年下来，孩子精神萎靡，成绩一塌糊
涂。

孩子上了二年级，换了班主任周老师。周老
师总是笑眯眯的，很温和，孩子很喜欢她，每回远
远见了她，就大大声地喊，“周老师好！”周老师教
数学，孩子的数学进步很快，有几次还考过全班前
几名。由此，我发现了一个“秘笈”：孩子喜欢哪一
位老师，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哪一科。我就想，如果
孩子喜欢上每一位老师，那结果会怎样？不言而
喻。

从此，对孩子的学习，我坚持做一件事，就是
努力让孩子喜欢老师，“爱”上老师。

一次，孩子告诉我，他喜欢的英语老师休产假
了，换了一位老师。“那老师脾气不好，没有耐心，
爱骂人。”孩子闷闷不乐。我认识那位女老师，因
为婚姻不如意，总是缺少阳光，不苟言笑。我很认
真地对孩子说：“孩子，你好幸运哦！那老师是学
校里最棒的老师之一，她的教学还获过奖呢！而
且，她的字是不是特漂亮？”孩子眼睛一亮，点点
头，可很快又暗淡了，“可她怎么那么凶呢？”我笑
着说，“老师凶谁，就说明她心里想谁好！不信，你
努力学好看看？”孩子释然了，高高兴兴地做作业
去了。后来，孩子的英语成绩一直表现不错。

孩子上初一，我带孩子报名出来，就喜上眉梢
地对孩子说，孩子，你这个班的科任老师全是这学
校最厉害的老师，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孩子也
跟我一样，开心极了。

可开学没多久，孩子有些失望，他抱怨说，语
文老师老不提问他，数学老师总嫌他吵，生物老师
的课听不懂……我慌了，悄悄去找了这些老师，一
一跟他们沟通，商量——至今，我很感谢这些老师
——语文老师是这么跟孩子“解释”的，“因为我相
信你懂，所以不提问你，要把机会让给不懂的同
学。”数学老师这么说，“你的思维非常敏捷，回答
问题也很快，我很少碰上这样的学生哦，不过，如
果你能先听听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再发表见解就更
好了。”而生物老师挺有意思，每回上完课，他就故
意拖长音，问孩子，“你的，你的，听的明白？”……
碰上这样的老师，孩子不玩命学习都难。

高一的时候，孩子对班主任颇有微词，说她
“太严了”、“太不留情面了”。班主任性格直爽，对
学生的丁点缺点和错误都会揪住不放。我常常收
到她的信息，一会说孩子上课讲话，一会说孩子不
参加集体活动，一会说孩子又偷溜出校园买东西
吃……做为家长，对班主任的做法是求之不得的，
但孩子不自在。一次孩子被逮着溜校门时，班主
任把我召到了学校。在班主任办公室，我像学生
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她面前，听她噼里啪啦历数孩
子的错，我唯有不停地点头。回来，孩子灰头灰脸
地等着挨我训，我笑嘻嘻地跟他说，“今天，我终于
知道我儿子还有那么多的优点！班主任说你很勤
奋，问的问题很深入，很懂道理，善于跟同学处好
关系，篮球打得特别棒，带操带得特别好……”看
他有些兴奋有些羞赧，我接着说，“就一点做得不
够……”孩子大声说，“我知道了。”

孩子一路走来，一路努力，一路开心，他的眼
里，没一个老师是让人讨厌的。

霍林姆斯基说：“爱是一切教育的源泉。”从孩
子的角度来说，只有“爱”老师，才会相信老师，才
会听老师的话；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学生相信他，
爱戴他，他一定会对学生倾注满腔热情——没有
一个老师不想自己的学生好！爱是双方的！

一天和家琪、若焱两家约了一起
去看电影，因为到得比较早，就去楼
下吃点东西，三个孩子兴奋得很，吃
了一点就跑开玩去了，我们三个妈妈
也聊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儿，看见妡儿委屈地回
到我们座位这边，情绪低落，眼里还
噙着泪水，她告诉我两个朋友说不跟
她玩了。我安慰妡儿，说小朋友闹点
别扭一会儿就好了。旁边的那两个
妈妈见到这情形，赶紧把自家宝贝喊
过来，让她们跟妡儿道歉，说小朋友
要一起玩什么什么的，还怕她们不会
说，教她们俩跟妡儿说“对不起，妡
儿，我们一起玩吧”。

两个妈妈说完了，我们就在旁边
看，看孩子们将怎样解决这个小小的
矛盾。静了一下，家琪走到了妡儿旁
边，什么也没说，在妡儿的脸上轻轻地
亲了一下，若焱见状也走了过去，也在
妡儿脸上亲了一下。再看妡儿，稍稍
显出一点不好意思，很快就破涕为笑
了。三个小姑娘拉上手，又跑开玩去
了，留下了一串欢笑。

我们三个妈妈对视了一下，都笑
了。说实话，我们大人真没想到她们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用说一句话
就把问题解决了。想想也是，她们的
方式很简单、很直接，却很有效，她们
的动作里包含了很多意思，但最重要
的意思是：我是在意你的。其实这就
够了，妡儿这边也完全接受了这个动
作所传递的一切信息。我们大人看
了挺感动的，真的，挺羡慕她们的，羡
慕她们的纯净，羡慕她们的简单。相
比之下，大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太
复杂，所以大人也就失去了很多原本
简单就可以获得的快乐。

孩子的相处

家长荐书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推荐理由：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初版于

1901 年，全书四卷（八册），共选
3291个汉字，插图762幅，可以说是
一本以解字为中心的小型百科全
书，知识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现象、
山川河岳，各国知识、地方小志、人
事物性、乐器武器、花鸟鱼虫、矿物
金属、日常生活、农业工业、虫豸动
物、野生植物等。这本书堪称近现
代中华语文课本的典范，现在读来
仍能帮助孩子树立对汉字和近现代
文化的“纯正”的理解。

1.

2.
《文字的故事》

推荐理由：
这本书带我们回到汉字的起点

——甲骨文，揭开一个个汉字最初
的“身世”，并展现文字意义堆积、延
续并负载情感的过程，还力图还原
古人的生活，带我们回到文字产生
的现场。儿童无疑会喜欢甲骨文，
因为每个字亦字亦画，能直观地读
出有趣的故事和场景，掌握最初的
字意，并在古今对照中获得丰富的
启示。唐诺的文章行文优美，没有
枯燥的学术味，适合儿童阅读。甲
骨文方面的阅读，由浅及深，还可以
有诸多延伸，比如流沙河的《白鱼解
字》和许进雄的《中国古代社会：文
字和人类学的透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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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课改人也真真实实地看到这些
现象。私底下也作了工作上的反思和研
究，也有了是否继续课改的痛苦思考。在
反思中，我们扪心自问，课改目的是为了
什么？是为了一五一十地运用既定的教
学模式，还是为了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
的提高和习惯的养成。我们最终选择了

后者。于是我们把课改摆到了婴儿学步
的位置。教学模式成了师生学步的学步
车，师生课改路上的拐杖。有哪位父母会
指责刚学步行的婴儿？即使婴儿爬着前
行也会有加油的掌声和赞赏的笑声。正
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保亭课改人才一如
既往地推行课堂改革，永不止步。怎样制

定学习目标？怎样达标？怎样测评目
标？怎样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等等一系列
的课改问题，成了课改教研的主要内容，
当然，也成课改人说故事，演故事的题
材。攀爬课改路上的台阶，每登上一个台
阶就看到不一样的教育教学的风景，也有
了不一样的课改情感。

课改是要通过实践来达到目标的。
课改前制定的教学模式只是预定的模
式，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制定的教学模
式是预期的，是理想化的，与现实总是有
差别。在课改的过程中，特别是课改的
实践过程中，教师往往把我们课改预期
达到的目标，理想的课堂愿景，当做课改
动态进程中一时一课的效果看待。这往

往会处于一叶障目的境地，会挫伤课改
的激情和信心。

合作不是一个人，交流得面对面，
怎样才让围着课桌坐这一形式发挥作
用，这需要实践再实践。因为只有实践
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围着课桌之所以流于形式，这有教师指
导的原因，也有学生合作学习的基础素

养和能力。
课改需要一种形式来运作，这便于

进一步诊断和分析，利于我们找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教学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
训练与应用，我们就发现其实教学模式
是一种平台，说故事的平台，发生故事的
平台，演绎故事的平台，是成长的舞台，
是梦追求的出发地。

把课改摆到婴儿学步的位置

教学模式是一种平台，是成长的舞台

3年课改
收获了什么？

■ 陈才明

读了《海南日报》11月 25
日教育周刊屯昌徐月贵老师写
的《围着坐就是课改？》一文，笔
者身有同感，但更多的是对课
改后发生的变化有别样的感
受。

2012年3月，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九年义务‘高效课
堂’基本范式”课堂教学模式在
全县中小学全面推行，拉开了
保亭课改的序幕。课改一经推
行，质疑和反对之声就不绝于
耳。开始课改的课堂效果确实
不如人意，影响了教学质量。
课堂上出现的一些现象更是让
人失望。例如，学生的自主学，
围着课桌坐的所谓的合作学
习，纯粹就是形式，白白地浪费
了师生的学习时间。对此，老
师们反映非常强烈，学校推行
课改难也就不难理解。

然而，保亭教育局、教育研
训中心还是一如既往地推行课
堂改革。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什么理念让他们这么坚持课

改？是什么力量在支
持他们？

在课改的进程中，所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都是课改运行的动力
和因素。不断地调整，不断地改
进，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向前是课
改永恒的活力。课改是系统很强
的工作。有教师链上的系统，有
学生链上的系统，有教的系统，有
学的系统，有教与学相结合的系
统。要把各种系统融合，形成强
大的教育教学系统，这需要磨合，
需要一定的实践过程。从某种
程度上说，课改过程就是师生教
与学的训练过程，是师生教与学
素养习惯养成的历练过程。

保亭课改一晃 3 年过去了，3
年课改收获了什么？虽然推行的
教学模式，还难成为大部分教师的
常规课堂教学模式，但教师们在实
践课改的过程中，有思考，有反思，
有历练，有交流，有互动，有学习，
有成长。正是因为进行课堂改革，
使得保亭的教学教研有了风雨过
后欣欣向荣的景象。保亭课改，虽
无花开，但有绿柳，也是春天！

课改之初，学生和老师很不适应

课改的目的是什么？保亭课改目的
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
式，提高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
要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
式是一件好说难做的事。用什么实现这
个目标？得有规距，才能成方圆。保亭所
采用的是：“激趣定标、自学互动、适时点
拨、达标测评”的教学模式来落实既定目

标，要求教师少讲精讲，学生多练。以前
的课堂是谁当家？老师是课堂之王，学生
是老师最忠实的跟班者。就这样突然叫
老师少讲，学生多练，老师由传授转为指
导、引导和启发。于是有老师在课堂上不
知如何是好。学生呢，原本是带着一双耳
朵听课，突然间却要求自主学习，合作学
习。怎样自主学习？怎样合作学习？压

根就不懂。老师的“教”被限制了，学生的
自主合作学习被放在重要的位置，这课堂
换主人的处境，让学生和老师很不适应。

于是，在课堂上不装模作样，还能怎
样？“装模作样”在观摩课、示范课、赛课
等的课堂上比比皆是。于是，有老师说
这种课堂是无效的。有专家也发言了，
说这种课堂是有形式，没有实效的课堂。

保亭课改3年收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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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者：章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