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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条禁令仔细分析，其实每一条都是有确切的事实依据在
背后的，针对的是教育态度问题，教育分化导致的素质下降和极端
化问题，以及过分指标化导致的弄虚作假等问题。

这初衷，是好的。
但是，这10条禁令依旧还是只限制了一个方面，是堵。
生源质量本身的差异，怎么解决怎么分层？
聪明孩子和普通孩子之间的差距怎么合理拉开？

废除了各种指标，新的选拔机制是什么？
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给学生、给家长一个确切
的解答。

后续是否还有新的条
例发布，整体走向又

将如何，我们将
和你们一起拭
目以待。

减负减负、、禁赛……禁赛……
孩子如何在教育新政中胜出孩子如何在教育新政中胜出？？

为进一步解决招生入学工作中
的热点难点问题，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018年2月
23日，教育部发布“十项严禁”。

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
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

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
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
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

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
选生源；

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
招生、混合编班；

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
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

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
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
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

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

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

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
升学率；

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
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
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
学籍转接。

“禁令”发布，仔细研读，涉及方
方面面，对当下教育的影响不可谓
不深，尤其对于丹阳这样的县级市
——赛是禁了，负是减了，如何让我
们的孩子在教育新政中胜出？如何
让他们还能与一二三线城市孩子竞
争一把？本期“话题探讨”，我们请
到几位教育者、几位学生、几位家
长，各抒己见。

司徒中心小学校长陆志才：教育部近日出台的“十项严禁”是国家层面对教师履职行
为提出的规范性、指导性的明确要求，是正本清源、整风肃纪，是“管行业必须要管行风”的
具体体现，更是体现了“教师更好地为学生服务”的良苦用心。

新政营造了更加公平、公正的学生发展环境，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来说，可以将更多
参加补习班的时间自己支配，用在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上，有助于他们身心发展、特长培
养和潜能发掘。可以这么说，学生是其最大的受益者。

我个人非常赞赏此次“严禁”新政，同时，我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校本课程设置、兴趣
特长培养等方面应该迅速作出相应的调研，出台相应的政策，助力孩子们更好地发展。

实验小学党政办主任徐留军：新时代教育当有新作为。优质和公平是新时代教育的
重要命题，也是民众普遍期盼，教育部办公厅出台“十项严禁”，旨在规范招生入学，让学生
共同享有优质教育，普惠民众。“十项严禁”的落实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群策群力，上下左
右都要一盘棋。一碗水端平，对每所学校均衡优化资源、均衡配备师资必须成为地方教育
部门的长期任务。要少用评比，少搞排名，让校长安心办学，让教师静心教书。我认为，

“课程表”应当成为每所学校的根本法规，成为确保学生核心素养形成的根本保障，且科学
设置加强管理；教师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的核心要素，是确保规范招生的环境
因素，要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丹阳政府出台的《“丹阳好老师”行动计划（2016~2020
年）》为教师发展提供了路径……总之，每所学校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优质均衡特色发展，是
化解择校矛盾，解决“招生”问题，落实“十项严禁”的根本大计。

第九中学英语教师裴扬：教育部最近发布的“十项严禁”旨在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其中，“择校热”不得不提。因为是老师，每年亲朋好友都来问我如
何选择学校。他们也曾抱怨过对周边学校的不满，想转去某某学校。我会耐心地回答：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只要认真学习，确立目标，都可以考上不错的大学。”但是我的朋友
却不依不饶，竟然用“孟母三迁”的典故来反驳我。事实上，孟母之所以选择搬家并非是因
为孟子的老师不好，而是对邻居的不满，与孟子的学校和老师没有关系，用这个典故来说
明“择校热”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读。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除了要关爱学生，我认为也应当成为教育政策的宣传者，成为教
育“某某热”的降温器，让更多的朋友和家长理解教育政策的真正意义。

市教育局办公室袁军辉：教育部印发的对全国普通中小学入学作出“十项严禁”，其目
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通过规范办学行为，来打造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

镇江市教育局以2017年一号文件的形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
育学校办学行为的通知》，丹阳市教育局也专门编制了丹阳市义务教育学校
规范办学行为“八项规范”专项督导方案，要求把思想统一到依法治教、依法
治校、依法从教的高度上来，要把思想统一到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

的高度上来，要把思想统一到提升行风建设水平、强化教
育惠民的高度上来，通过以行风效能建设强化办学行为
规范，以招生制度完善保障办学行为规范生制度完善保障办学行为规范，，以督导考核引以督导考核引

导学校规范办学导学校规范办学，，以教育惠民项目落以教育惠民项目落
实学校规范办学实学校规范办学，，真正以实际行动维真正以实际行动维

护护、、促进广大师生促进广大师生
的健康成长的健康成长，，赢得赢得
广大人民群众的由广大人民群众的由
衷信任与称赞衷信任与称赞。。

新区实小家长林某：我家小孩一直在外头上补习班，所以这个十禁也算
“早就听到风声”了，培训班的老总据说已经被“约谈”了，但是开学后，课还
是要上，试还是要考，钱还是要交，其他等通知——感觉禁不禁，还是有点

“虚”……其实，大家都在竞争，毕竟身边能把孩子快乐放第一位的人比较
少。作为孩子家长，对课外培训是热爱、痛恨以及敏感的，可以说是“又恨又
爱”，但确实“无法免俗”。

实验小学家长张某：我就一句话，禁令治标不治本，核心是选拔方式！
正则小学家长叶某：商业化社会状态下以行政手段平均公共资源的做

法其实是对穷人的不公平，毕竟富人可以购买商业教育而穷人不可以，看
来，寒门子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道路会越来越窄。

退休老教师朱某：每年教育部都出台各种各样
的“禁令”，真正起作用的不多，主要原因是“不执
行”。十条禁令，如果能像八项规定一样执行，
或者像各地执行禁酒令一样执行，那就好了。
这样的禁令，颁布一次就够了，不要年年重复！

热心市民庞某：事情不能一刀切。真正
有兴趣、有特长、有艺术的孩子应该支持，关
键是做好招生方面的公平公正，孩子们的成

长之路还能越来越窄不成？

实验学校丁*琪：相信我，我还在上奥数班！
云阳学校刘*晨：我是学美术的，说实话特长真的不是你们想

的那么容易学……一把辛酸泪。
司徒中学刘*：我是体育特长生，这个政策一出好像我三年白

练了。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跑步，八点和大家一起上课，晚上七点继
续练习到九点，回家十点，吃完饭十一点，写作业到一两点，五点又
起来训练……有一天突然告诉你，这样辛苦的日子都白费了，你心
里好受吗？

听听家长们怎么议<<<

听听学生们怎么说<<<

小编后语:

听听教育者怎么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吴张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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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经常会碰到一些让人
头痛的学生：他们或调皮，或任
性，或不认真，或克制不住自己的
行为。时间一长这些学生成了老
师心中的“顽石”。

一点不例外，我也“荣幸”地
接收到一颗别致的“顽石”——好
说歹说就是不愿意做作业。去年
刚接班时，就听前任老师提醒：小
曹是单亲家庭，和爷爷奶奶一起
生活，平时不听爷爷奶奶的话，经
常和他们拌嘴，同时又失去了父
母的爱，个性也变得倔强，又处于
青春叛逆期，久而久之也养成了
不爱做作业的坏习惯。一周下
来，我果然领教了他的出奇懒惰，
没有一次能彻底地完成作业，偶
尔也写一点作业，有时作业不做，
说掉在家里了，总找各种借口来
欺骗老师。

说起小曹，其实他不是学习
上的“学困生”，虽然在课堂上他
属于“慢热型”，不会像那些情绪
高涨的学生一样表现，但也有小
宇宙迸发的时候，让我刮目相
看。可惜的是，只要一提到作业，
我对他的“恨”就不打一处出来。
更可恨的是他在课余补作业时，
那慢悠悠、不情不愿、吊儿郎当的
神情。多少次我真的想要放弃，
但我的脑海里又会挣扎着闪现出
这样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
孩子，放弃一个孩子可能只是班
里的几十分之一的希望，可对于
一个家庭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
的希望！”

然而，一次意外的谈话，使得
昔日的“顽石”发生了可喜的裂
变。

我一般默写按照默写的情况
进行分层作业，小曹要写的比较
多，我估计他不可能完成，我故意
问：“星期天的作业多的吧？”

“嗯。”他用力地点了点头。“那你
准备完成吗？”听此他更低头不语
了，因为这次作业比平时多了一
点 。

我郑重其事地说：“小曹，我
给你减压，不要求你抄那么多遍
作业了，有那些抄的时间还不如
背诵背诵呢，你说是不是？”只见
他抿着嘴笑了笑，没吭声。“老师
想和你来个约定：取消你本该抄
写的遍数，我只要你像80分以上
的同学抄写的遍数一样，每个写
一行就行了。这可是我们两个人
的秘密，其他同学都没有这样的
待遇，到时你能完成吗？”我本觉
得孩子会满心答应，给我一句保
证话，可他还是沉默不语，我的心
也凉了下来，对他周一的作业不
抱希望了。

不料周一语文课代表交作业
时，欣喜地告诉我：“老师，今天小
曹交作业了。”“哦，是吗？”我有些
惊奇，急切地翻开他的作业本，果

然，他完成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而且字也端正了一些。我有些高
兴，但又有些担心，不知他能坚持
几天，第二天，第三天，他照常交
作业……就这样，作业记载本上
再也没有出现他的名字。

我很欣慰，也时常当着全班
同学的面给他打气和鼓励，希望
他能坚持。果然，经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我发现小曹不再是以前
不完成作业的小曹了，在紧张而
繁琐的复习阶段，我都能见到他
端正清晰的作业。更让人出乎意
料的是，期末考试，语文还考了78
分，期中考试语文只考了59.5分，
成绩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瞧，不经意间换一种方式，收
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颗“顽
石”终于裂变了——让他们怒放
吧！

闪光的“丑小鸭”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裂变的“顽石”
蒋墅中心小学 高腊凤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环境
创设的最终目标是与幼儿的
发展相对应，让孩子在与环
境相互发展中，促进幼儿身
心的健康发展，鉴于此，我们
做了以下几个改变：

改变一：变“无声”为“有声”
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

教师是否精心创设了外观华
丽、色彩绚烂的环境，选用的材
料也是十分精美，甚至像艺术
品一般。这样的环创投入了老
师和幼儿园很多的物力、精力，
但仔细寻找，却很少看到孩子
的身影和可以互动的地方。因
此，我们进行了改变，把环境创
设的主动权交给孩子，让孩子
和环境进行互动、对话。我们
充分结合我园镇江市课题《利
用乡土资源，开展幼儿编织活
动的实践研究》和省课题《基于
本土资源的幼儿“创意手工”的
实践研究》，将幼儿的编织作
品、手工作品巧妙地渗透进
去。同时，我们还将部分作品
投放到区域游戏、户外活动中
去，使幼儿与材料产生互动，变

“无声”为“有声”，成为学校环
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改变二：变“静态”为“动态”
我们也曾经走进环境创设

的误区，即在教师精心布置好
环境后，舍不得更换或者是疏

于更新，环境不

能和幼儿的活动有机结合起
来，不能动态地展示幼儿的学
习与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变

“静态”为“动态”，要求老师们
在布置环境时，必须结合当前
开展的主题和幼儿活动的内
容，逐步更新、完善。允许在开
展主题活动或游戏活动伊始

“留白”，允许在区域游戏时保
留未完成的作品，鼓励幼儿下
次游戏时继续进行。这样做，
放开了教师的手脚，极大程度
地鼓舞了孩子的信心，使各项
活动能持续不断地开展，环境
创设不再是一潭死水，而是经
常飞溅着浪花的活水。

改变三：变“感知”为“创造”
孩子的目的是玩，但单纯

的玩是一时的快乐、愉悦，在
孩子对已有环境的感知的基
础上，不断地上升、对比、积
累，孩子越玩越愉悦，同时也
会体现游戏的另一个精神：创
造。我们带孩子们走出去，与
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从感
知到创造，到不断变化的环
境，大自然的环境是最具吸
引力的。在课程游戏化环境
创设过程中，引导幼儿参与
到环境创设中来，将孩子的
发现、孩子的探索、孩子的游
戏通过多样的形式创造出
来、呈现出来，使他们在此
过程中成为知识和经验的
主体，让他们享受与环境互

动带来的惊喜和快乐。

课程游戏化，
让孩子快乐成长
前艾中心幼儿园 史秀琴

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
话：“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
可能会创造一个奇迹；老师
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也许会
扼杀一个人才。”

有一天课上，当我讲到
“我相信我们每个同学身上
都有闪亮的光点”时，一名学
生竟然情不自禁地脱口而
出：“老师，我身上有闪光点
吗？”我听了这声幼稚的发
问，心里感到一颤，循声而
去，哦，原来是李帅同学。这
时他的眼神充满期盼，脸上
露出疑惑，望着他一脸的纯
真，我马上说：“李帅同学，你
身上怎么会没有闪亮之处
呢？你热爱劳动，还有诚信
的可贵品质。”当我表扬他拥
有诚信时，不少学生马上举
手反对，纷纷指责他言而无
信，还列举了许多事例说
明。但我依然为他据理力
争：一次放学，我请李帅留下
补写配套练习册，但临到放
学时，我突然有事情，李帅
找了我好几次都没找着，
于是写了张留言条，说是
第二天一早到校马上交
配套练习册。第二天一
早，我刚踏进办公室，他
就来交配套练习册了。
可见，他是个有诚信的
孩子。尽管他做过不
诚信的事，但只要诚

心改过，依然值得大家的信
赖。学生们被我的话打动
了，没有再站起来反驳了，这
时的李帅低下了头，似乎在
反思，似乎在为以前所做的
事感到惭愧。

下课回到办公室，我也
在反思：李帅是一个学习成
绩不是很好的孩子，分数经
常在及格边缘，有时一不小
心会滑向不及格，我知道他
经常受到同学的嘲笑，因此
他的心里是自卑的。由此想
到：一个总是低着头、弯着腰
走路的孩子，他的骨骼必然
会变得弯曲；同样，一个自卑
的孩子，在人前人后抬不起
头来，他的心灵也必然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扭曲。课后，
我找他谈了话，要让他学会
面对现实、接纳自己，并善于
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找
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在今后的课堂上，我欣
喜地发现李帅勇敢地举手发
言了，尽管他所答的问题很
浅显，很简单，尽管他的回答
在其他学生眼里不屑一顾，
但他能站起来，可见他的心
里开始拥有阳光了，虽然只
是斑斑点点的阳光，但我相
信，从今以后李帅不再是低
头弯腰的孩子，他一定会是
个抬头挺胸，坚强而快乐的
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