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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动情感体验 实现自我超越
在近六年的班主任工作历程中，我渐渐发觉，我所面对的每一个初
中学生，都是一个单纯独特又复杂的个体，他们拥有蓬勃的朝气，又有
着别样的忧愁和烦恼。 他们自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 强大到厌倦所
有成人的说教，却往往在真正的考验面前退缩、彷徨、不知所措。

唤醒学生的理性思考

促使学生自我觉醒

此前班里学生存在手机使
用问题，一位忧心忡忡的父亲在
电话里连连叹气，和我沟通：“董
老师，是我给孩子买了手机，但
是孩子吃饭、写作业、睡觉，都离
不开手机。一说要拿走，立刻就
翻脸。手机已经‘绑架’了孩子，
我该怎么办啊？”
我深吸一口气，是啊！一个小
小手机的使用问题，是当下学生
中的普遍性问题，是新时代的新
问题，更是涉及时间管理、自我约
束、学习习惯等方面的成长问题。
一味批评和强制要求只能让
学生心生不满。我们的教育理念
讲“爱与尊重”，尊重学生真实的
意愿，尊重学生自主表达的权利。
我在班里组织了一场“写作
业是否需要手机陪伴”的辩论主
题班会，鼓励同学们畅所欲言。
爱玩游戏的小伙子，爱刷微信的
小姑娘，都成了台上的辩手；当
然，还有爱读书、爱思考的“未来

科学家”。在辩论环节，“未来科
学家”小孟同学围绕“写作业使
用手机得不偿失”这一话题，从
科学研究中电子游戏对青少年
将来行为控制的影响到干扰脑
力占比研究，将电子产品对躯
体、心理、行为、求知欲的影响一
一列举。支持手机使用的一方在
现场被辩驳得哑口无言，他们竟
为小孟同学一方鼓起掌来！
真正的思想改变发生了！正
因为我尊重了每一个孩子表达的
权利，给了他们展现自我的平台，
才创造了公开平等交流的机会。
每个孩子认真思考手机使
用的问题，在辩论中以亲身体验
的方式，受到来自同龄人的思想
冲击，最终促成自我的觉醒。在
这个过程中，小小的手机问题，
使得学生去反思自己的学习方
法与学习习惯，反思自己的时间
控制与个人管理，促使学生自我
觉醒，实现自我超越。

全国“小书经规范字书写大赛”启幕

全国首套小学 STEAM 教材发布
北京晨报讯 近日，
北京市教育学
会、北京圣陶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院共
同发布全国首套小学 STEAM教
材——
—《科创教育实验教材》系列丛书。
据了解，《科创教育实验教材》系
列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数百
名一线优秀校长、在校教师共同编
著，主要以“设计思维”为核心，通过
创客教育及 STEAM教育相结合的
教学方式，从课程规划、教具搭配、空
间建设、师资养成四个方面提供教学
解决方案。
对于这套教材的发布，国家教育
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董艺

学校每天都在发生新鲜事，人大附中朝
阳学校是一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学校，校
本选修内容丰富，学科活动多彩多样。对于
班主任而言，教育契机往往暗含在其中。
到了选社团的时候，我就和学生一起
探讨该如何选社团。我设计了一份调查问
卷，罗列了以下选择依据：A.听学长说这
个社团还不错。B. 我从小就对此感兴趣，
就选这个。C.听说这个社团得过大奖，我
喜欢。D.都不太了解，先选一个再说。E.家
长说，这个社团对我有好处。F.好朋友选了
这个社团，我也选这个，可以做个伴吧。G.
这个是我最不擅的，权当挑战吧。H.听说
这个指导老师管得松，去了可以写作业。
选择的过程，便是展现真实自我的过
程。一个小小的选择，和未来发展有多大关
系呢？我播放一段张泉灵在 2011年北京大
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视频片段，激
—选我所爱，到底
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
可以多重要。选上了心仪的社团，是否就万
事大吉了呢？三个情景剧，揭示“爱我所
选”，并非易事。
选择所爱与坚持所爱的关系就像是理
想与现实，理想是美好的，而现实总是荆棘
丛生、困难重重。提前思考和体验这一过
程，唤醒学生的理性思考，实现自我认识的
提升与飞跃。
王刚／ 整理

陶西平表示，中国的 STEAM教育并
不是照搬美国的 STEAM教育，而是
我们中国自己的科创教育。这套教材吸
收了STEAM教育和创客教育的理念
和做法，既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又
结合了中国小学教育的特点，具有综合
性、探究性、实践性、合作性等重要特
点。教材的问世和推广，必将推动中国
STEAM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开
创科技教育工程的“新质量”。
本次会议同时发布了全国首套
《中小学人工智能系列丛书》，该教材
由圣陶教育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联
合开发。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郑

由中国农村教育发展中
心、中华少年英才工作委员
会、北京华和厅书画院主办
的，全国“小书经规范字书写
大赛”暨全国选拔赛（北京赛
区），于近日在北京正式拉开
帷幕，此活动是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传承汉字书写技艺
的一个重要举措。
本届全国“小书经规范
字书写大赛”，分为线上、线
下两种参赛方式；选拔赛、总
超）

决赛两个赛制阶段；成年组、
少年组两个参赛组别。线上
选拔赛将于今年 5月正式开
赛，近期将在全国各地陆续
举行公开选拔赛。各层级比
赛均不收取报名费用。
据介绍，参加本次北京
选拔赛的 30名选手，全部
为小学 3-5年级在校学生，
来自辽宁、四川、内蒙古、安
徽等全国 9个省市自治区，
是从一千余名报名者中选拔
出来的。此次获奖选手，获得

朴新环球游学评选“魅力导师”

灯小和通州区一小学联合举办运动会

北京晨报讯 近日，朴新环球教
育举办“2018朴新环球游学魅力导
师评选活动”，获奖教职工将于今年
暑期作为带团导师，与参加游学的学
生一起去“看世界”。
据悉，
“魅力导师”评选活动于今
年 4月启动，教师、顾问、学管及其他
岗位的教职员工均可参与。随着“魅
力导师评选”活动的开展，全国各地
朴新环球游学的学生将能够以“双
选”的形式参加游学活动——
—不仅选

日前，“ 共沐阳光 携手
飞翔”——
—2018灯市口小
学优质教育资源带和通州
区■县镇中心小学联合运
动 会 暨 灯 市 口 小 学 第 38
届运动会在国家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举行。灯市口小
学优质教育资源带、通州
区■县镇中心小学及其下
辖的觅子店、马头、侯黄

择感兴趣的项目，还可以选择与心仪
的“魅力导师”同行。
据介绍，朴新环球游学旗下拥有
国际游学、研学、海外教师培训、留学
背景提升四大项目。今年暑假，国际
游学将推出名校研修学习计划、海外
插班学习计划、拓展营地学习计划、
主题特色学习计划、纯正英文学习计
划、环球亲子教育计划 6项内容，以
满足不同学生及家长的需求。
（徐虹）

洛阳师范学院出版哲学新著

日前，洛阳师范学
院在京举办哲学·艺术成果暨杨中有
教授专著《大道哲学：中国哲学的复
兴》发布会。
洛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洪彬
介绍，近年来，学校加强哲学与艺术
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获批国家
级课题 20余项，其中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数量连续四年位居河南省高校
北京晨报讯

第一位；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20余部。学校
重视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发展，将其
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
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
育各环节。杨中有教授致力于中国
哲学的研究、传播 20余年，《大道哲
学·中国哲学的复兴》就是其中一部
力作。

北 京 晨 报 讯（记 者 郑

超）

庄、靛庄、草厂和东安定小
学 6所完全小学的师生家
长共计 6000余人参加活
动，本次运动会在入场式、
团体操中都融入中华传统
文化元素，展示同学们走
向运动场、走进大自然、走
到阳光下的精神风貌和综
合教育成果。
此次灯小资源带携手
通州■小联合运动会的

赛事主办方颁发的荣誉证书
及现金大奖。
本次赛事评判工具，采
用的是小书经智能练字评分
系统，该系统巧妙地把字帖
书写与智能软件相融合，通
过字帖笔迹比对分析，快速
一键评分，为线上线下开展
规范字比赛，提供了一个科
学、直观、公正、公开的技术
软件。智能软件评分系统作
为汉字书法赛事的评判工
具，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举办，不仅旨在贯彻落实
东城区青少年“健康·成
长 2020”工 程 ，也 旨 在 贯
彻落实北京教委印发的
《通州区基础教育质量提
升 支 持 计 划（2017-2020
年）》，通过与“拉手校”通
州■小优质资源共享、互
促互进，全面助力北京城
市副中心基础教育内涵
发展。

二外附中学生话剧“茶馆”保利剧院上演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

日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附属中学在保利剧院上演
了以“春风化雨十年路 经典
育人话剧情”主题的学生话
剧《茶馆》，这部由学生自导
自演的经典话剧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刚）

现场，铜豌豆话剧社 40
多位学生演员用他们质朴的
演技与真挚的情感，演绎了
老舍笔下的世俗百态、小人
物的悲欢离合，让观众们重
温了这部被誉为“东方舞台
上的奇迹”的经典之作。
据悉，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附属中学以经典名著
阅读为切入点，深入推进学
校的语文教育教学综合实
践活动，全面提升学生核心
素养。学校特设了话剧社团
特色课程，以铜豌豆话剧社
为依托，为有兴趣爱好的学
生提供专门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