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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师说
■焦点

近日，在一场广州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王东表示，要逐步
收回公务员子女学前教育的特权。此前，广州通过公办幼儿园改革方案，今年
将拨出 70%的学位向社会公开招生，使学前教育告别拼爹时代。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是为人父母者的应尽
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务员群体为子女谋求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作为人之
常情，的确无可非议。 事实上，既然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假如所有人都
可以使出浑身解数、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却非要公务员子女礼让为先，甚至靠
边站，恐怕也难言公平。

按理来说，尽量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显然不应包括“权力优先”
这一选项。 这不仅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霸占，同样是当下教育资源畸形分配
的推手之一。 既然公务员子女教育问题已无后顾之忧，可以“近水楼台”地得
到求解，接下来的恐怕必然是教育资源分配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优质教
育资源的分配偏离其初衷，甚至“公办不公”，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文 吴江 图 李法明

追求教育公平不能“权力优先”

当“幼儿集体婚礼”时…… 古有世
说新语 ，今
有 师 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1 月 11 日， 一家幼儿园举行了一场隆
重的“集体婚礼”，100 多名孩子“结婚”。 婚
礼有主婚人，孩子们穿着礼服互相承诺，小

“新郎”要给小“新娘”戴戒指，他们的爸爸
妈妈也在婚礼现场见证。

（1月 14日《郑州晚报》）
@ 张玉胜：友谊是纯洁的，责任是真实

的。 对孩子情感和人格的培养不能靠“仿
真”游戏误导，比如爱情、婚姻、生子，都是
现实的人生，别拿教育当儿戏！

@ 王军荣：小小的孩子就当起了“新郎
新娘”， 他们天真的话语加上大人式的动

作，会让一些成人觉得好玩，可不知道这么
做，却是在“虐杀”孩子的精神，从某种意义
上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虐童”。

@ 梁杰 ：“过家家”是孩子自然而然的
行为，幼儿角色游戏也是幼儿园常见的活动
方式，孩子们会经常扮演爸爸、妈妈、老师、
警察等不同角色，这对儿童智力发展和社会
化培养都有好处。

@ 欧阳崧： 孩子们果真可以在“婚礼”中
学到有关家庭的责任么？ 当然不能。 “责任”
这样重的词汇，是需要一生去践行的承诺，连
诸多青年人都还没有真正弄明白， 该幼儿园

却企图用“幼儿婚礼”去实现，岂不谬哉？
@ 寇宇龙： 以成人的眼光打量孩子的世

界，进而急切地将“婚姻”这样的重量级事件加
在幼小的孩子身上，在“婚礼”过程中孩子或许
能够感到快乐、好玩，但以“集体婚礼”的形式表
现出来，却充满了成人世界急切的目的性。

@ 王继凯：穿上结婚礼服、洁白婚纱，
对“爱情”进行承诺，体验“结婚”的庄重与幸
福，这些“新人”们的游戏，对于孩子的成长
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忘而又极具教育意义的
场景。这对于让孩子自己去摸索和被动地接
受“性教育”，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别拿“9%考研生为
学术”的动机说事

□ 胡波

上周，201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刚结束，有机构
随即发布 2013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意向分析，学生选择
在国内读研的第一理由是“就业前景好”（34%），其次是“想去
更好的大学”（29%），而“想做学术研究”的比例只占 9%。 对
此，专家认为，如果学生抱着这样的思想去读研，将难有一流
的研究成果。

（1月 8日《新闻晚报》）
相信很多同学在选择考研之前， 都会在内心做一番思

想斗争和自我拷问———究竟为什么要考研？ 即使是盲目、无
意识地考研，每个人也大都会为考研找出个理由来。 对于专
家的这种看法，笔者并不赞同。

首先，在今年 180万的考研大军中，9%的比例就意味着
有 16万的学生想从事“学术研究”。 考虑到国内每年高校研
究生的招收录取比例，再考虑到国内各大高校、研究院等科
研机构每年人才招聘可以接纳的人数， 这个 9%的比例其实
并不低。 换句话说，这 9%想从事“学术研究”的考研生，也未
必每个都能够实现自己的学术梦想。

其次，一流的研究成果出现的条件有哪些？ 跟最初一个学
生“考研的动机”有多大程度上的相关性？ 其实，问题的答案很
复杂，牵涉的因素也千头万绪，变数很多，比如体制、学科差别、
个人素质、努力程度、机遇与选择等。“考研”只不过是一次入学
考试罢了，这个考试是决定一个人可以进入“学术”之门的门
槛，而“学术研究”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活动，或曰一门职业，是
长期性的工作，这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单有“一心向学”的
心，能不能出一流的成果也无法预知。

最后，再来说说“科研”究竟是什么？ 教育部对于“科研”
的定义是：“科学研究是指为了增进知识包括关于人类文化
和社会的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去发明新的技术而进行的
系统的创造性工作。”既然“科研”是指运用知识去进行“创造
性”的工作，那么，“科研”这个概念的意义是广泛的，它不仅
指高校、研究院等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部门，任何企业、事业
单位能够利用现有知识创造出有价值、创新、创造性的工作
来，都属于科研工作的范畴。 真的没必要再拿“9%的考研生
为学术”这个动机来说事。

儿童福利不能
满足于“兜底”

□ 罗容海
据媒体近日报道，由民政部启动的儿童

福利条例起草工作已经完成，针对儿童成长
中遇到的各类风险如大病、残疾、被遗弃等，
今后有望建立一个预防、发现、干预机制，各
层级拟建立儿童服务机构，配备专人承担儿
童保护工作。

在连续经历了毕节 5 名儿童垃圾箱内
窒息、 兰考 7 名儿童丧生大火的悲剧之后，
这一条例算是“犹未晚也”。对于广东揭阳榕
城区“借孤迎检”等闹剧，即将出台的条例将
会提供从根本上扭转局面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家的各类政策已
经为儿童拉上了一个保护网，但从目前的状
况来看，这个兜底的网是公认的“漏洞大”，
所以才会不停地有孩子被伤害。民政部回应
河南兰考火灾事件时承认孤儿救助体系存
在漏洞，称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体
系，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同时推动出台儿
童社会福利条例， 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我们为民政部门的作为鼓掌，同时也应该清
醒地认识到：办好儿童福利，绝非如此简单。

儿童福利具有“兜底”的责任，但决不能满
足于“兜底”。 从儿童福利发展史来看，社会救
助式的“兜底”尽管是儿童福利的最初和最基
本的形态，但在 21世纪已经远远不够。重视全
体儿童的福利， 注重儿童的长期全面发展，已
经成为当今儿童福利的大趋势。“取法乎上，得
乎其中”， 当国家、 社会重视儿童福利工作之
时，我们理应吸取全世界儿童福利发展的经验
成果，多做制度层面的设计，而不是仅仅被动
地应付当前看到的孤儿问题。

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设计中的
儿童福利机构整合了民政、公安、财政、教育
等系统的协同与参与。 但是，要做好儿童福
利工作， 仅仅依靠儿童福利机构是不够的，
还需要多方面的系统参与， 加大幼儿园、中
小学等教育机构的参与力度，发挥两者的合
力，应是儿童福利工作努力的方向。

儿童福利条例出台之后， 贯彻落实将成为
关键中的关键。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较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地落实这一条例，还需要更细致的设计。

衡阳县第五中学 谢梦英
一、目前高中英语口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师生观念没有根本改变
目前高中英语口语教学现状较前些年情况已有些改观。

但由于许多英语教师迫于升学的压力在课堂上的教学仍是围
着考试转，口语表达氛围几乎为零。 学生学了多年英语，日常
英语却不能应付，造成所谓的“聋哑英语”。

2�.�教师自身的口语水平尚待提高
教师口语技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教师人格力量和教学的

效果。 因为大多数高中学校的英语教学中缺乏系统的口语教
学培训，高中英语教师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知识作为指导，造
成了在高中英语口语教学中取得的成效非常低。

二、解决高中英语口语教学中问题的主要应对策略
1、要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确立有利于提高英语

口语的教学模式
(1)�课堂英语口语的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
高中英语课程是为每一个高中学生奠定终身发展的共同

基础的课程，是英语交际交流工具的门户。教师要鼓励学生通
过体验、实践、讨论、合作的方式，要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探究
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自主解决问题， 要特别强调让学生
在人际交往中得体地使用英语。

(2)�课文教学坚持听说领先
英语开口说话首先要听清楚，然后才能开口模仿。 只有多

听才知道英语是怎样说的。例如笔者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
新的课文时首先让学生听两遍课文录音。第一遍重头至尾听，
第二遍是一段一段听，每听一段就让学生根据所听内容，利用
课后练习所提供的问题，让学生用完整的句子来回答，这样就

训练了学生的听、说能力。
(3)�课堂教学中，尽量用英语教英语
用英语组织课堂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听力水平，激发

学生说的欲望。 整个教学过程中，笔者尽可能地用英语组织
教学，假如学生听不懂，就借助其他一些实物、图片、简笔画
来帮助学生理解。 即使最后需要用中文翻译一遍，也坚持用
英文讲解，目的就是给学生增添一个锻炼听的机会，有足够
听的实践才会开口说。

(4)�重视朗读、背诵、复述
笔者要求学生背诵新学课文全部或部分；基础较差的学

生，要求熟读课文。 朗读、背诵是训练学生说的能力的一种
行之有效的方法。 复述课文可采用多种方法：例如提供一些
关键词，或者运用一些问答题，也可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自由
复述。

2、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拓宽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
《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中明确指出：教师要充分利用现代

教育技术，开发英语教学资源，拓宽学生学习渠道，改进学生
的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率。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听觉和视觉
手段，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利用计算机和多媒体教学软件，
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条件。
教师要努力学习现代教育技术， 开发并合理利用以现代信息
技术为载体的英语教学资源， 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
的整合。 利用网络资源不仅可以增强课堂密度和优化教学方
式，还营造了单元整体教学氛围。

3、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创造口语锻炼机会
英语课堂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教师要让学生学会充分挖

掘课余时间学习口语，课后多与老师、同学用英语交谈，组成
学习小组，规定在一定范围及时间内讲英语，养成说英语的好
习惯。 另外，在课余时间常组织学生或鼓励学生参加校内校外
的各类英语活动，例如在英语角里和人交谈，举办班级、校级
的各种竞赛活动。

4、积极转变教学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养
首先，英语教师要从根本上改变英语教学只注重语法知识

的传授而轻视语言能力的培养的状况，应把与所教语言有关的
文化背景纳入教学中， 使口语教学深入到学生的现实生活中
去，使学生能够懂得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有效地进行交际。

其次，教师要更新理念，提高对口语教学的重视程度。新课
标强调“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发展
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即学生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进行交
流的能力。 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和任
务型的教学途径，使学生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掌握听说读写
技能。 同时，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业务水平，根据
实际情况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确是一项既重要又不可急
于求成的训练活动， 它需要教师把握住教学环节中的所有可
利用的机会，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调动学生学习的兴
趣，营造交际化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英语思
维的习惯，始终让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 笔者想，如果也
像有些地区的中考一样，将听力和口语一起考查，进行人机对
话，并将分数计入高考总分，这一定会让广大师生在思想上高
度重视口语交际，或许对提高学生用英语说话的能力，改变现
阶段“高分低能”、“哑巴英语”现象大有裨益。

浅谈口语教学中的问题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