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一则热闻引发关注：复旦大学的
课堂里，来了一位“蹭课”的小学生，网友们
议论纷纷， 争论着孩子听不听得懂高校的
课，家长是否揠苗助长，学校管理有没有漏
洞……孩子“蹭课”的动机我们暂且不议，
但大学课堂里多了位小学生， 好比一条鲜
活的“鲶鱼”，势必激起一阵涟漪。

大学课堂死气沉沉，人们诟病已久。 好
不容易拼过高考的“独木桥”，大学生们学

习的劲头已经松懈下来；经历十几年为“考试”的学习，大学生们对知
识的好奇心已所剩无几。 要想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大学生的好奇心、
求知欲，留点位置给“蹭课”的孩子，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教室里某位心猿意马的大学生，上课
时东张西望，看到同处一室来“蹭课”的小学生，他在认真听着课，在
仔细思考，下课后还拉着老师请教，你会不会相形见绌，见出自己的
懒惰和散漫，进而振奋精神，认真听课，向“蹭课”的孩子看齐？

说“蹭课”的孩子是“鲶鱼”，因为他带动了课堂的求知氛围，打开
了高校师生的“脑洞”。 孩子天真烂漫，说话童言无忌，为严肃的课堂
增添了生气。 孩子的知识储备虽然远不及大学生，但他们看世界、想
问题的方式和成人不同，常常能“语出惊人”。 孔夫子曾言：“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说不定来“蹭课”的小学生能在某个方面成为我们的

“老师”。
由是观之，给“蹭课”的小学生留个座，既激活了高校课堂，又体

现了“开放包容”的大学精神。 大学校园不是围城，只有打开门窗，才
能让自由之风吹进课堂， 只有留出位置， 才能容下慕名而来的求知
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该为复旦大学的治学精神点赞，高等学
府向小学生打开大门，高校老师放下身段，为小学生传道授业，着实
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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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娅怎么看

@读者童其君 小学五年级学生在复旦大学“蹭课”，应该
因势利导鼓励支持才是，保护孩子的求知欲，把求知的快乐带
给孩子。 求知本是人世间最大的快乐，也是最美的梦想，如果
我们的孩子连求知的梦想都没有了， 读书学习又有什么意义
呢？ 梦想使人伟大啊！ 古今中外干大事的人都是有梦想的人。
少年智则国智，小学生爱学习，主动到大学“旁听”求得博学而
深广的知识有何不可呢？

@长沙市望城黄金中学李宾 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自
己的认知水平，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肯定没有办法听懂大学
生的课，浪费时间在高校的课堂里“蹭课”，不知所措不说，还
容易打乱心思。 小学教育有自身的规律，小学老师更懂得因材
施教，一口气跳很多“级”来听大学的课，是对教学规律的不尊
重，也很难取得好效果。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中学贺海平 让爱问“为什么”的普
通孩子偶尔听几节大学课， 提前感受一下大学氛围， 未尝不
可。 但如法炮制，若往大学名校“蹭课”者多了，无疑会影响大
学正常教学秩序，无端占用大学宝贵资源，实不可取。 真想知
道科普知识的前因后果，有许多途径方法，可去博物馆、科技
馆、少年宫等，听老师的讲解；还可观看专门影像资料、视频，
听解释。 不一定非得去名牌大学蹭课，给人留下作秀、显摆的
感觉。

@读者马全和 小学生进大学课堂，可见他对大学知识感
兴趣，对大学知识感兴趣之人，学习起来就很轻松、快乐，所以
支付的成本也就相对更低，学习成功的几率要高；对大学知识
没有兴趣之人，学习就感到费劲、痛苦，所以支付的成本也就
更高，学习成功的几率要低。 因此，既然是自己愿意去“蹭课”，
我们就应当鼓励，不要给他的学习热情泼冷水。

小学生到大学“蹭课”，你赞成吗
新闻背景：最近，一张上海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在复旦大学“蹭课”的照片在网上引发热议。 网友纷纷表示，“孩子听得懂吗？ ”但是孩

子的妈妈却说，“别人以为我们是去‘蹭课’，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也只是一个爱问‘为什么’的普通孩子。 ”

在线教育莫成“概念”

随着“互联网 +”不断深耕在线教育市场，资本对在线
教育的热情不减，在线教育更被业内人士看成“风口”。 但有
媒体日前调查发现，由于行业准入门槛较低、行业规则不完
善，培训机构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对课程或者服务不满导致
退费、投诉事件屡屡发生，在线教育乱象不断。 有专家指出，
现在炒得很火的在线教师辅导其实并非创新， 辅导内容多
是应试教育的内容，本质上是网上老师补课，并没有改变线
下补课给学生增加更多负担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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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为“蹭课”的孩子留个座

毛笔书写备课材料
是一种工匠精神

怀化市会同县教育局 林春

从 1989 年 8 月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
起， 衡阳县渣江镇中心小学教师刘运敏就一
直坚守在教育教学岗位的第一线， 长期担任
六年级数学、 思想品德等学科的教学和班主
任工作。

28 载教学生涯，刘运敏爱教学、爱学生、
爱教研，以“三爱”谱写教育华章，把忠心献给
事业，爱心捧给孩子，安心留给家长，是公认
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

爱教学，数学课堂生活化
数学知识重在理解， 刘运敏在教学中发

现， 只做知识点的灌输难以起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学生也不易接受。 做了大量的尝试后，
他发现强调数学跟科研、生产、生活的关系既
能提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 又能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

于是，刘运敏让数学课堂生活化，引导学
生在生活中感受数学。 在教学《位置与方向》
一课时，刘运敏一进教室，扫瞄全班，然后说：

“今天我们班有一个学生坐得可端正呢，她是
谁呢？ 她就坐在第三组第 4个，你们猜猜她是
谁？ ”学生纷纷开始寻找。就这样，刘运敏通过
找身边的小伙伴引入教学， 激发了学生学习

的兴趣。
“数学源于生活”，刘运敏说，为了让学生

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他紧靠教学内容设
定生活情境，将深奥的数学融入直观、具体的
生活情境之中， 让他们愉快地理解和掌握知
识。

刘运敏的教学方法得到同事的肯定，于
是，渣江镇中心小学的生活化课堂日渐增多。
此外， 刘运敏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电脑知
识，学习制作多媒体课件，为孩子们带去更多
有趣的教学片段。 刘运敏联系自身教育实践，
积极撰写了多篇教育教学论文，且获得省、市
级奖励。

爱学生，教师、“爸爸”切换自如
渣江镇中心小学留守儿童居多， 在学生

眼里，刘运敏既是严厉的数学老师，也是可亲
的“爸爸”，他不定时与学生深入谈心，替他们

排忧解难。
学生李娜曾经是个很腼腆的小女生，在

人前不苟言笑，上课从不主动举手发言，一遇
到考试晚上就睡不着，经受折磨。 为了去除李
娜的畏惧心理，刘运敏让她帮他送作业、发作
业本，发现她有所进步及时表扬，“看，李娜今
天坐得真端正，听课非常认真！ ”“李娜同学回
答问题声音大了，能让我们听得清楚。 ”……
渐渐地，李娜开始敞开心扉。 刘运敏给她讲考
试的目的，教她考试时深呼吸等，经过调整，
李娜害怕考试的紧张心理消失了。

有一次刘运敏把教学内容编成小品，并
鼓励李娜走上讲台表演。 第一次，她在同学面
前有了开心的笑容。 现在，李娜不再独处，课
堂活动主动参与，学习成绩有了飞跃。

为了关注更多孩子的心理健康，该校“知
心屋”已经初步建成，这是目前衡阳县首个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刘运敏作为项目
管理负责人，积极参与建设，制定工作计划，
力争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快乐成长。

爱教研，为教师专业成长寻找机会
从 2003 年起，刘运敏担任渣江镇中心小

学教导主任。 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肯定，同时
也是一种挑战。

教导主任是校长的助手， 是专为教师们
教育教学做服务的。 刘运敏经常深入课堂听
课、评课，组织该校教师进行教学比赛，教学
研讨， 让教师在督促和切磋中注重自身学识
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教师的成长离不开学习和交流。 2017 年
4 月， 刘运敏与衡阳市大立实验小学领导联
系，精心组织了城乡学校教学研讨活动课，大
立实验小学 19 名教师于 5 月 24 日进入渣江
镇中心小学课堂，为农村的留守学生上课，包
括邻镇学校教师在内的 130 余教师前来听
课、研讨。 衡阳市大立实验小学教师设计独特
的情感情景模式， 利用小组活动积极诱导学
生思维，课堂上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这次活
动充分发挥了新课程改革实践中的名师引领
和优课导向作用，听课教师受益匪浅。

用“三爱”谱写教育华章

在早就普及“无纸化”办公的今天，居然
还有老师用毛笔书法来备课———他就是四川
省乐山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张谦亨。 10年
前，他曾用一封文言文毛笔字求职信，开启了
自己的教师生涯，如今，他将毛笔书法备课作
为日常课件备课之外的有益补充。 看他的备
课本， 简直就像书法帖， 有时他也送书法作
品、 刻章来奖励学生， 不少学生直呼“很走
心”。 （9月 27日《成都商报》）

在计算机信息技术普及的当下， 用毛笔
书法备课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这一份执
着的背后源于几个原因：一是在兴趣指引下，
追求自己的爱好，专注投入，不抱功利之心；
二是随着水平提升，不仅得到学生的认可，还
能刺激学生爱好书法之心， 达到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的目的。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工匠精神，
热爱、无私、专注、敬业。

有人认为，工匠精神太过于“高大上”，有
点遥不可及，其实，专业水平可能存在差异，
但只要肯追求，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匠
心”。对教师而言，教书育人是本职，很多教师
认真备好课，利用多媒体上完课后，对于存在
的一些问题，不再注重反思，不再积极追求进
步，这其实就是一种退步。

张谦亨看似无心学习书法， 其实每晚他
都会琢磨，并且坚持了 10 年，这种精神本身
就值得学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的普
及，“快”似乎成为家长和孩子追求的目标，人
们着实难有沉潜之心、躬耕之力，张谦亨因为
坚守着这份工匠精神， 才会深受学生喜欢和
爱戴。

当然，张谦亨也提到，书法毛笔备课只是
补充， 并不是每节课都需要， 时间上也不允
许。 所以，主次还是得分清，在正常教学的前
提下， 书法备课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教学
补充手段。 此外，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张谦亨也会赠送学生一些书法作品， 墨香之
间，饱蘸大爱。 在笔者看来，这些赠送的书法
作品往往能引起学生情感共鸣， 对身边的教
师也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更好地营造书
香环绕、人文日新的良好环境，有助于传承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衡阳县渣江镇中心小学教师刘运敏小记
通讯员 方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