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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听了小学一年级数学课“分

一分”的公开课。课堂上,年青教师充满

活力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沉浸在课堂中，

师生互动效果很好。学生在教师的启发

下,在观察、比较、讨论、操作中学会了事

物的各种分类方法。但是,关于“性别”分

类的小插曲引起了我的思考。

课堂拓展环节中,教师设置了一个游

戏——“分一分我们身边的同学”。课堂

气氛立即活跃起来，有的学生说可以按

衣服的颜色分，穿黑衣服的一组，穿红衣

服的一组；有的学生说可以按高矮分；有

的说可以按男生和女生分；有的一边说

一边摆弄，可以看出孩子们对“分一分”

有了初步的认识。正当娃娃兴趣正浓

时，教师问道:“你们说的男生、女生是按

什么分的啊？”有的说：“就是按男生、女

生分啊！”有的说就是男的和女的啊！我

暗想，教师啊，虽然你希望学生说出按性

别分，但“性别”这个词和概念对于小学

一年级学生来说比较陌生。

教师被这群天真的学生搞得无可奈

何了，却还在不停地追问究竟按什么

分。无辜的小眼神望着教师，涨红脸的

教师终于忍不住大声说：“就是按性别分

啊！”此刻，娃娃们也坐不住啦，胆大的孩

子干脆站起来问：“老师，性别是什么

啊？”胆小的端坐着窃窃私语：“性别是姓

名吗？”观课老师都忍不住笑了。面对这

群一年级的小孩，面对这突发的情况，不

知是教师经验不足，还是急于想把课上

完，教师没有解释孩子们的问题就匆匆

忙忙讲下一道题。

我们的课堂中难道不是也会出现一

些类似的情况吗？若出现这样的问题，

该怎么办？经过仔细思考，我想清楚了

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教师要对课堂状况进行充分
预判。教学中教师在备课环节往往会站

在成人的角度思想课堂教学环节，往往

会忽略了学生已有年龄的认知规律，未

能真正走进学生的生活中去了解学生，

对课堂教学中学生可能出现问题的预判

不充分。这堂公开课教师是想引导他们

说出按男生和女生进行分类，但学生说

出按性别分时，教师无法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对“性别”进行解释，充分说明教师

在课前准备时对课堂预设情景思考不

深，准备不充分，留下了“课堂悬念”。

第二，课堂教学中要准确把握学科
边界。“性别”这个词属于生物学概念，其

基本解释为“雌雄两性的区别，一般指男

女两性的区别”。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

“性别”这个词既熟悉又陌生，他们内心已

知道些男生、女生是不同的概念，他们能

够归纳出按男生、女生分这也非常不错

啦，为什么非要强调“性别”这个词呢？既

然你抛出了“性别”，当娃娃追问时，按低

年级娃娃的认知水平，老师完全可以给他

们解释“性别”通常指男女的区别。我们

都知道上好一堂课老师是多么的不易，一

堂好课往往花费老师很多心血。可是我

们上课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为了上

课而上课吗？不，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学生

的成长，课堂中我们应多关注学生的认知

水平，对于学生的问题应相机诱导、适时

点拨、而不是置之不理。但如果教师将解

释“性别”展开进行讲述，就将一堂数学课

变成生物课，这就涉及到学科边界问题，

一堂课涉及其他学科的正确处理方式就

是点到为止，不能全面展开，否则就会冲

淡学科教学主题，影响学生数学学科思维

能力的培养。

第三，教师要有诚实的教学品格。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教师不是万能通，

课堂中学生们有时会提出“十万为什

么？”的问题，势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势

头，有的问题的确让老师也抓耳挠腮。

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知道的会给他们

讲，不知道的或远离主题的问题我会说：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老师目前也不太清

楚，不过课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老师

诚恳的态度让他们明白老师也是个平常

的人，和他们一样也有迷惑不解的时

候。他们从未因为我回答不上而笑话

我，反而学生们更愿意同老师一起交流、

讨论。

一、留守儿童心理现状
“留守儿童”是指外出务工连续三

个月以上的农民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

乡，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接受

义务教育的适龄少年儿童。

留守儿童正处于可塑性极强的人

生关键期，他们或因“情感缺失”，或因

“物质缺失”，或因“认同缺失”等，极易

产生认识和价值上的偏离，有的个性

和心理发展的异常。在学校，他们不

愿结交朋友，沉默少语，学习兴趣不

强，学习效率低；在家里，面对爷爷奶

奶，抵触情绪强，逆反心理明显，沉迷

手机、网络游戏，行为习惯差。据相关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心理控制、情绪

控制、心理支援、生活信心、社会适应

等心理发展上明显落后于非留守儿

童。

近年来，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学校、社会

团体等都积极加入到了关爱行动中，

各中小学也对留守儿童开展了不同层

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爱心帮扶，但爱

心资源的有限和间断性的心理抚慰并

不能有效地帮助这些孩子摆脱消极心

理，部分留守儿童还因人们的过分关

注和区别对待，不自觉地给自己贴上

了“问题儿童”的标签，诱发了更深层

次的消极心理暗示。

二、红色基因唤醒留守儿童积极
心理品质

“红色基因”伴随着共产主义的

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诞生而产

生。抛头颅、洒热血，铸就了红色基

因的鲜红血色；嚼草根、吃树皮，锤炼

了红色基因的顽强斗志；涉险滩、闯

难关，强大了红色基因的抗御能力。

学校教育对促进少年儿童的心

理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红色

校园的核心是红色基因，其真理来源

于烽火狼烟、来源于壮士热血。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

神等都是红色基因的精髓，其中洋溢

着的凛然正气和昂扬激情，蕴含着无

数共产党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百

折不挠的崇高品质。这些充满着理

想、信念和美好品质的精神力量对于

唤醒留守儿童被压抑的心理潜能有

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通过建设红色

环境和开展红色实践，让留守儿童在

一系列的红色行动中构建积极心理

品质，获得持久的心理正能量，利用

自身向上的成长能力预防和战胜消

极心理，成为自我心理健康的维护

者、调适者和促进者。

三、红色基因唤醒积极心理品质
的路径

（一）建设红色环境。红色环境是

红色校园建设的基本要素之一，其目

的是为优化全体师生的群体心理环境

提供物质基础。有研究表明：环境对

人心理品质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

用。建设校园红色环境可以从红色景

观、红色人文、红色音韵等方面入手，

遵循与时俱进和以生为本的原则，充

分结合本地本校红色历史，积极建设

校园广播，开辟“红色英雄记心中”、

“红色歌曲大家唱”等节目，让留守儿

童在浓郁的红色环境氛围中，感受革

命先烈们身处艰难岁月却能和困难、

敌人作斗争的顽强意志以及不胜不休

的战斗决心，帮助留守儿童在学习生

活中逐渐形成信念、希望、乐观、坚强

等积极心理品质。比如通江县的先念

小学、列宁小学、正文小学、沙溪小学

等充分利用了红色资源，打造了具有

浓郁红色文化的校园环境。

（二）建设红色中队。心理学认

为，良好的群体组织对儿童积极个性

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少先队中队是

留守儿童在校园内享受组织生活的主

要阵地。红色校园可以以红色中队建

设为途径，通过选择本土红色名人的

姓名为中队命名，让留守儿童在少先

队这一个互动群体的环境中，学习和

践行红色名人的精神品质，并通过和

其他队员在活动交往过程中的相互支

持，共同努力，增进留守儿童自身的积

极情绪体验，获得自尊感、信任感，逐

渐形成友善、真诚、责任心等积极心理

品质。巴中市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红

色资源丰富，可以选择李先念、何正

文、傅崇碧、吴瑞林、吴士宏、陈彬等红

色名人为中队命名。

（三）开展红色实践。积极心理学认

为，个体的消极心理是因为缺乏积极情

感，而积极情感可以借助某些行为或活

动来主动诱发。开展红色实践是建设红

色校园的有效途径，留守儿童在一系列

的红色行动中逐渐建构起积极心理品

质，实现“自己干预自己”的良好状态。

1.“学雷锋”活动。每年三月，组织

各红色中队广泛开展：我为红军爷爷

做件事、小小红色讲解员、打扫军史陈

列馆、保护诺水河等“学雷锋”活动。

2.“红手拉小手”活动。中队委在

辅导员的帮助指导下，联系本地的老

红军，利用少先队活动时间，带领留守

儿童看望老红军，聆听红军故事。

3.“清明祭先烈”活动。每年清明

节，学校要号召家长带领孩子参观军

史陈列馆，还要分中队组织学生到王

坪烈士陵园，开展研学旅行，弘扬红军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4.“草鞋节”活动。“少先队通过开

展“草鞋节”红色行动，组织留守儿童

利用农村原材料，制作草鞋艺术品，在

实践中领会红军精神，培养创造力。

5.“突破封锁线”活动。体育课上、

大课间或者少先队活动时，留守儿童

参与该经典的军营游戏，通过战胜困

难获得积极情感体验。

6.“小长征”活动。此活动旨在通过

适度挫折教育，增加留守儿童应对逆境

的心理弹性，磨砺意志，培养勇敢和顽

强的心理品质。在巴中地区，部分学校

可开展“远足”活动，让学生体验长征精

神，获得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优秀品

质。

（四）依托红色载体。红色载体是

红色校园建设中承载红色基因的物质

媒介。常见的校园文化载体有校训、

校赋、校歌；校旗、校徽、校服以及校

刊、校网、校广播和校本教材等。学校

可在校刊中开辟留守专区，让留守儿

童的心声可以自由流淌，增加积极的

体验，收获积极品质。

红色基因是一种精神象征，是一种

精神支柱。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促使

人们把关注的焦点从修复生活中最坏

的东西转移到建立正面的、积极的品

质，认为只有人本身的积极品质才是干

预心理问题的最好工具。我们把“红色

基因”和“积极心理学”结合起来，通过

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和社会支持的健

全与完善，帮助留守儿童磨炼意志、增

强能力，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发向上。

针对基层反映的对学校“管得

太多、激励不够、保障不够、管理机

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近日，由教

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

了 6 个方面 18 项举措，为推进教育

和中小学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

循，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有利于激发和释放中小学办

学活力。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已经进入

了由“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新阶

段，办学活力不足成为制约质量提

升的关键因素，亟待创新体制机制，

进一步释放与增强每一所学校的办

学活力。《意见》明确提出了中小学

改革的四项重大举措：“保障学校办

学自主权、增强学校办学内生动力、

提升办学支撑保障能力、健全办学

管理机制。”特别是对于还权于教育

和学校，落实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

提高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把教学、人

事、经费放权学校获得了社会各界

的普遍点赞。

但也有媒体和网友质疑，政策

可以对症下药，权力可以缺哪里补

哪里，但会不会陷入“一管就死、一

放就乱”的僵局？学校的权力过大，

会不会引发造成新的矛盾和问题？

因此，“全面放权”并非一放了之，而

是要打好“放管服”成套“组合拳”，

下好“整盘棋”。

首先，要精准定向放权、依法赋

能。处理好政府主体责任和学校主

体地位的关系，厘清学校权力边界，

建立权力清单，该放的做到“应放尽

放”。政府要从选优配强校长、加强

条件保障、统筹社会资源三个维度

进行精准放权，提升办学支撑保障

能力，为广大校长安心办学、教师安

心从教营造良好氛围。学校要完善

内部治理，用好学校教育教学的自

主权、聘用教师及行政领导人员、管

理使用学校经费等权利，激发学校

办学活力。

其次，要建立现代学校管理体

制机制。地方各级党政和教育主管

部门要加强对学校事前事中事后的

监管，在保障学校的用人自主权、组

织架构权、经费使用权等的同时，指

导学校规范办学行为，不能让学校

游离于“权力真空”。学校要提高自

我管理能力和水平，健全并落实“依

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

监督”的现代学校管理机制，激发广

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形成师生的才智充分涌流、学校活

力竞相迸发的人才培养新生态。

同时，要改变教育评价机制，地

方各级党政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教育质量观，

真正落实不以中高考成绩或升学率

片面评价学校、校长和教师，克服“唯

升学”“唯分数”的倾向；建立健全以

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学校办学质

量评价体系，强化过程性和发展性评

价，更加注重评价学校提高办学质量

的实际成效，让中小学校和校长“轻

装上阵”。学校要更加注重教师的精

神荣誉激励，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完善教师岗位晋升和绩效工资分配

机制，增强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幸福

感和获得感。

总之，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更无

穷期。教育改革的目的是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培养出更多适应我国新

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优秀人才。要

落实本次《意见》提出的各项改革任

务，使教育改革向“深水区”迈进，考

验着各级党政和各级各部门的执政

智慧，更考验着落实《意见》的坚定决

心，下好“放改服”整盘棋，不落“一颗

子”。我们既要落实《意见》规定的改

革动作，更要用计于长，在让权力真

正回归教育、回归学校的同时，做到

依法赋权、精准“放权”，又要做到“放

权”而不“放任”、“放手”而不“撒手”，

更要加强对教育和学校的宏观管理，

真真切切地为教育做好精细、精到服

务，真正实现此次《意见》顶层设计中

确立的教育改革初衷，催生中小学教

育活力、人才竞相涌现。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
理研究员）

9月16日下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
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在听完四年级同学分享的长征故事后，
习近平对同学们说，你们今天是小树苗，将来要长成参天大树，希望同
学们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好好学习知识和本领，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但是，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缺乏
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心理状态应受到更多关注。长期以来，
我校依托“红色文化”，将“红色基因”植入孩子成长过程中，建设红色
校园，唤醒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为他们成为“参天大树”提供了丰
沛的养分。

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参天大树”
——用“红色文化”助力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建设

■ 通江县第六小学 高怀阳

“性别怎么分？”
——一堂小学数学公开课“意外”引发的思考

■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校 刘明芳

“放权”需下好
“整盘棋”

■ 张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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