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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蕾）科学、适宜

的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标准该如

何设定，能否形成重质性的、多元的、

可追溯的、画像式的评价，确保客观、

公正？5月 22日，由成都市青羊区教

育局承担的四川省 2009 年度教育科

研重大课题《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标准与实施策略——基于典型事件

的综合素质评价》，在成都市泡桐树

中学举行开题论证会。

课题负责人、青羊区教育局教育

考试中心主任张勇作课题开题汇

报。“当下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存

在客观性不足、导向性不强、区分度

不当、配套机制不足、公信力不高、操

作性不强等问题。”张勇表示，课题旨

在形成对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

再认识，并以此形成科学、适宜的综

合素质评价标准。同时，在实践基础

上，形成基于标准的评价操作指南，

并形成保障评价客观、公正实施，真

正引导学生发展的配套机制。

据介绍，该课题研究的最大创新

在于将典型事件作为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的依据，评价结果是可追溯的。

这种长期的、画像式评价将会对学生

全面发展起到更好的参考和引导作

用，这种多元而客观的质性评价是青

羊推进素质教育、深化评价体质改革

的重要举措。

论证会上，青羊区教科院和中国

联通成都分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并进行青羊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平台初步展示。该大数据平台将采

用机器深度学习和语义分析等人工

智能技术，自动将收集的基础数据与

人工智能相结合，学生或家长可获得

机器评价加人工评价的反馈。

来自中国教科院、四川省教科院

以及成都市教科院的相关专家对课

题进行了论证指导。

很长时间，这节课始终萦绕于心。

一直知道习作难，老师不得其法难教，

学生无从下笔难写。当学生时，写作于

我而言是难题，30 多年后，我教学生

了，这还是难题。语文教改历经几轮，

习作难始终是个“真命题”。在那节课

中，从听课者的切身体会可以看出，大

多数人对习作并非有天赋之才，大多不

会融会贯通之法。对普通人而言，未经

历的依然是困难的，要解难题需拿出全

力。

于是，我带领老师开始研究完整作

文的教学方法：撰写下水文、教文章结

构、教细节刻画；指导每个学生在当次

习作训练中有话可说、有法可循，写出

完整的作文练习篇目。研究过程中，有

人惊呼：“这不是搞‘模子作文’么？”但

作为教学质量把关者、教学研究领导

者，我决不容许看到教师不把完整的习

作方法交给学生，我不希望看到多数学

生两节课后写作依然抓耳挠腮、无从下

笔。我仅是要求大家少扣帽子，耐着性

子继续坚持研究。……后来，有可能是

我当校长的“领导权威”助力，也有可能

是老师们教学试验有了效果，大部分学

生写作有了模样，老师们不再怀疑或迟

疑了，而是坚定地研究下去。一年后

“习作教学五步法”已有雏形——从“课

前学生搜集素材”到“课堂师生同题共

写”，从“教师批阅初稿”到“生生赏析自

改”，至“誊抄终成定稿”，师生习作的教

与学历时五步。

课堂听课，终于看到老师们教学有

方法、有效率，学生们习作有话写、有法

循；翻阅作文本或试卷，看到的不再是

“优生写得非常好，中生口水话不少，差

生完成不了”的窘境了。

前些天，两家人聚会闲谈到各自孩

子的作文水平话题，正当朋友夸奖女儿

写得心应手时，孩子竟然自揭短处：“陈

叔叔，您不知道我寒假写的作文全是编

的。……”她的话让我乐出了声，假期

全都居家隔离，哪有机会“快乐游玩”

“春节趣事”等，可“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的孩子确实写出作文了。原因何

在，真如她所说的“编”？非也。我认

为，这是她在长期作文练习中积累了大

量写作素材的一种自然运用的结果。

这次假期的作文固然不是她现在

的经历，但却是她调动了以前生活中林

林总总的场景和经历，在此基础上将曾

经落笔成文的各种练习篇目，最终根据

要求重新组合而成。这足以看出，学生

写作能力的形成，是在大量习作练笔积

累和写作方法积累过程中逐步习得的，

这是个从无到有、从生硬到熟练的过

程。所谓“模子”，我认为是方法、也是

篇目。只不过在习作训练初期大同小

异罢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教师不教给

学生从说到写的基本模式，他们学习写

作将无从下笔。如果学生在从说到写

的基本方法都没有之时，就要求各抒己

见，未免太难了。

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教师一定要

清楚学生认知现状、遵循学生语言表

达能力和发展规律，展开切实有效的

指导；“怎么想就怎么写”，是很好的写

作理念，但关键在于每个学生要心中

有素材、脑中有方法、下笔有内容，这

才是习作中“教”与“学”的同生共长。

我带领全体语文教师精心研究的习作

“五步法教学”，就是在尝试破解师生

在日常习作教与学中的常态难题、真

实过程；就是希望通过习作研究能让

每个老师学会如何教，让每个学生学

会如何写。

有人说，教学是艺术；也有人说，教

学是哲学。但是不管如何，作为教育

者，特别是一线教师，在怀揣美好教学

蓝图时，必须根据学情在实效和落实

上下足功夫，向每节课要质量，“教有

章、学有法”让学生每一天都进步。我

想，习作的教与学如此，其他学科也如

此吧。

青羊区教育局举行省级课题开题论证会

探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标准
■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 唐波

◀用用爱爱叩开心门叩开心门
故事一

他叫小吴（化名）。“唐老师！”电

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

这是一次疫情期间的网上测试，

我守着一方窄窄的屏幕监考。小吴

妈妈打来电话；“孩子遇到一道不会

做的数学题卡壳了。”她继续说，“我

劝他放弃这道题，他就是不肯听，就

在那里哭，也不肯往下做了。”电话那

头也传来小吴隐隐约约的啜泣声。

我让妈妈把电话给孩子，我劝慰了他

几句。

放下电话，我想起语文教师陈老

师曾给我说，孩子前不久网上考试语

文时，遇到一道简单的诗歌默写突然

记不起来，也中途放弃考试，坐在书

桌前哭泣。

他怎么了？我思忖着。

小吴身高1.8米，身材魁梧，体格

健硕。在班上他是班长，在家里他是

哥哥。小学时成绩优异，进初中后心

理压力大。记得一次数学考试后，他

因为考得不大理想，一整天闷闷不

乐，不说话、不理人，趴在桌上发呆。

但是考试途中突然放弃考试一定还

有什么别的原因。

返校后，我单独找他谈心，问他

为什么网课期间会有那样异常的表

现，他说自己自控力不好，学习情况

不理想，而妈妈对自己常是批评与指

责。他还说爸爸妈妈偏爱弟弟：“他

们吵架也经常把矛头指向我，感觉他

们并不爱我。”

故事二
小岳（化名）是班上的名人，出名

是因为他的表现实在异常。

某节英语课上，老师批评他没有

完成作业。他怒吼着冲出教室，用

拳头打墙壁，说要把那位擦掉作业

的同学杀了；还有一次，因为考试考

差了，他趁老师转身去写板书的时

间，将自己的文具盒、文件夹、书通

通扔出窗外；他喜欢班上一个女同

学，可这女同学并不理他，小岳到教

室把所有的椅子都打翻在地；他在

书桌上刻着“去死”，“不要管我”的

字样。……

小岳的心中堆满各种负面情绪，

摔东西、撕卷子，指不定还会做出什

么极端的事情。

他就像一座活火山，随时都可能

爆发。那段时间，我最怕下课的时候

学生跑进办公室说，小岳又闹事了！

因为他的那些过激行为，我单独

和他进行过多次交谈。从他的描述

得知，妈妈对他要求很高，因为自己

达不到要求，妈妈极易生气，甚至暴

怒。小学时，因为一次考试考得差，

妈妈骂过他是“废物”。他妈妈也经

常给他一些负面的情绪，因此小岳就

觉得世界很“黑暗”，连自己的妈妈都

不爱自己，加之自己刻苦度不及其他

同学，学习成绩在班上也很不好，所

以很自卑。班上的同学觉得他的行

为很奇怪，甚至有点怕他，所以在班

上他也没有真正的朋友。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几次事件

后我都与家长做了交流沟通，了解

到家长对孩子有过高的要求。家长

往往不了解孩子的想法，匆忙应付、

打骂责罚、无效沟通是他妈妈最常

采取的处理方式。听到孩子内心真

实的想法后，家长内心很难受和自

责，也意识到需要调整家庭教育方

式。

除了小吴和小岳，班上还有不少

因亲子关系不好出现各种问题的孩

子。那么，如何改变孩子和家人的不

良关系？如何让孩子和家人更愿意

表达、更善于表达爱意？

当学生面对问题时，时常因情绪

冲动而引发激烈冲突，因此帮助学生

处理情绪、转换心境，引导他们理性

地看待经历的事件，能够让他们抓住

反思自己情感体验的机会、学会控制

情绪。

全方位了解，班主任当好“调解员”
对于小吴和小岳两位同学，我首

先是与其深入交流，走进他们的内

心；然后，当“调解员”与家长交流，让

家长更了解孩子的想法和心理状态；

最后，让孩子和家长明白以后遇到事

情先处理好情绪是关键，也让家长不

要对孩子的学习有太高的要求，不要

只关注成绩，而应该更关注心理的健

康成长，要用心表达对孩子的爱。对

于情绪易暴怒的同学，我会安排一些

开朗活跃的同学作为同桌，这样可以

帮助他们舒缓情绪，也便于我及时了

解他们的心理状态。

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起点
亲子关系是每个人来到世间的

第一人际关系,亲子关系是人能否走

向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亲子关系对性

格的形成、品质的培养、意志的磨炼、

交往模式的建立,都起到了决定性的

作用。然而，亲子关系总会存在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子女应该怎样做,父
母应该做些什么？可以向家长们介

绍心理专家或查阅心理学书籍的经

验和建议。

“五一”节后，我开了线上家长

会，给家长们分享孩子复学后在校学

习的状态，特别是告诉家长当孩子犯

错时，家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不要

急于批评孩子的错误；跟孩子好好地

解释；家庭教育要做到爱中有教，教

中有爱；改善亲子关系，多花些时间

关注孩子的点滴成长和进步；不管孩

子犯的是什么错，父母都应包容，不

把过错无限扩大，一味地批评孩子。

抓住契机，把教育活动化
好的亲子关系，是教育的根，是

决定孩子一生幸福的底层密码。构

建良好亲子关系，妈妈有最重要的作

用。母亲节，是一个极好的教育契

机。

母亲节来临之前，我收集了每个

同学进入初中后和妈妈的亲密合影，

让每个小组拍视频表达对妈妈的祝

福。母亲节前一天，我给同学们播放

了一个视频“来一斤母爱”，这个视频

讲述了一个孩子读书时一直不听话，

高中时妈妈得癌症去世后，他用漫画

画出了妈妈生前各种场景。很多孩

子眼泛泪花地看完了视频。之后，把

12个小组拍摄的视频和妈妈的合影

一起合成一个视频，播放完这个视频

后，就让孩子们动笔写下对妈妈的祝

福，表达感激、表达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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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尊重，给学生充分理解和帮助
当有学生因为家庭矛盾而产生

异常行为时，老师应该站在学生的角

度去了解和帮助他们。遇到情绪挑

战时，帮助他们找到合理出口，引导

他们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对与错，在包

容和快乐中成长。通过我的沟通，还

有周围热心同学的帮助，这学期小吴

和小岳情绪稳定，变得更开朗，都有

了各自的好朋友。

每个家长都是潜在的“教育家”
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很多话都不

愿给家长交流，家长也根本不了解孩

子的想法，彼此都不理解，造成一些

矛盾和情绪。很多家长缺乏对教育

孩子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指导，这时

候，老师的角色就至关重要，需要两

边协调，帮助他们发现彼此都做得不

够好的方面。通过和双方的用心沟

通，小吴和小岳的家长现在更能理解

自己的孩子，对孩子更有耐心，和孩

子的沟通也更有效。

建家长和学生交心的桥梁
此次母亲节活动搭建了家长和

孩子的“心桥”，他们都感到表达爱

的重要性。也让家长更能理性地看

待孩子的成绩，更用心地陪伴和帮

助孩子。通过班级活动，家长们除

了感恩老师的付出，相信他们也更

能体会亲子关系对教育的重要作

用，在以后的家庭教育中会做得更

好。

通过这一过程，我反思：教育是

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

索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

程。

◆

两
个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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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成飞小学 陈绍光

曾观摩一堂习作示范课，任课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写
人篇目的训练：为教会学生在作文开篇对人物做总体描
写，借助《少年闰土》中刻画小主人公的手法，引导学生在
课堂上分析并仿写。或许有前面课文学习的基础，在老
师引导下，学生的口语表述“内容丰富多彩，刻画生动形
象”……此环节完毕后时间所剩无几，老师简短几句总结
和点播，就让学生各自完成整篇作文了。顿时，听课者悄
声议论开来：“刚才她呈现的只是习作开头部分的教法，
余下部分就不指导了？”“一篇完整作文该怎么教呀？”那
一刻我也在想：大概很多学生也已心生困惑，剩下部分我
又如何写呢？

习作教学杂谈

本报讯（记者 何元凯）5月22日，

“川越视界，天府师说”四川省名师名

校长论坛第一期线上公益培训——

“疫情背景下幼儿园保教工作实施策

略”在绵阳举行并在线直播。活动由

四川省教师培训项目办公室主办，绵

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四川省何云竹名

园长工作室承办。

来自四川省何云竹名园长工作

室的 6名成员以“疫情背景下幼儿园

保教工作实施策略”为主题，围绕幼

儿园一日保教活动、教学教研、家园

共育等进行了交流分享。

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主

任，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园

长缴润凯，参加活动并作指导。“本次

7 位园长从多个主题进行交流分享，

既重思考，又重落实，科学而细致，保

证了教学与防疫并重，我真切感受到

大家在化危为机。感谢四川省为全

国疫情期间的幼儿园开学工作贡献

了‘四川力量’。”缴润凯说。

省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

汪桂琼介绍，“川越视界，天府师说”

在线系列论坛，是省教师培训项目办

在疫情背景下，率先探索系统在线培

训实践，为教师共学共研开辟多维空

间，助力教育精准扶贫，为四川教育

构筑“鼎兴之路”献智献力的新举措。

当天，四川省何云竹名园长工作

室全体成员，四川省李佳名园长工作

室全体成员，四川名师名校长工作室

领衔人代表，教育部第七期园长高级

研究班园长代表，广东省周丹名园长

工作室全体成员，四川幼儿高等专科

学校教师代表，省内学前教育教研

员、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阿坝藏

区、凉山彝区的幼儿园园长、教师代

表等 5000余人（其中线上 3300余人）

参与培训。

四川省名师名校长论坛
第一期线上公益培训举行

粤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