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过了快有一半了， 学生们有的利用假期补习功

课， 有的与家人朋友外出游玩， 还有的干脆待在家里天

天睡到自然醒。 但是在大学校园里， 还是有许多学生的

身影， 他们假期不回家呆在学校， 他们都在忙些什么

呢？

复习冲刺 “备考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考研大军是“ 留守族” 的主

力军， 超过一半的留校学生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考研

梦， 在这里为考研冲刺。 还有一部分学生留校忙着考证

书以及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

7

月

24

日， 上饶师范学院图书馆的自习室里格外

“ 热闹”， 很多自习桌上都放着一大摞课本和参考书， 大

家都在认真学习。 英语专业的刘浩然虽然还只是大二的

学生， 但他一直梦想着跨专业考金融学的研究生， 为了

给复习争取更多时间， 他已经开始着手复习了。 今年暑

假， 刘浩然还报了一个考研辅导班， 跟着大三的学生一

起上课学习。 “ 上了几天课， 对考研的范围、 难度等都

有所了解， 考研复习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谈到自己

的收获， 刘浩然滔滔不绝。

“ 暑期一开始， 我每天都会赶在图书馆开馆去自习

室占座。 我们班大部分考研的同学暑期都留校了。” 站

在走廊上小声背诵英文的上饶师范学院大三学生陈海燕

告诉记者， “ 今年想报考的学校的专业分数线又提高

了， 竞争太激烈了， 不能不提前准备。” 说到这里， 陈

海燕脸上满是焦虑。

即使酷热难耐， 为了各种考级考证而留校学习的大

学生也不在少数。 大二学生小张报名参加了雅思课程学

习， 这半个暑假都在学校里度过。 “ 暑假是一个完善自

我、 追求进步的好机会， 我不想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地

虚度。” 小张说， “ 我希望可以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提

高雅思成绩， 为将来出国做准备。”

“ 虽然距离明年的上饶事业单位考试还有大半年的

时间， 我还是很有紧迫感的， 知识点很多， 复习起来很

花时间， 趁着暑假好好学习， 争取明年顺利通过。” 说

起留校原因， 大三学生小杜表示自己已经决定考事业单

位， 希望努力过后不后悔。

早出晚归 “实习派”

暑期开始后， 许多大三甚至大二的学生就开始参加

各种社会实践和单位实习， 提前为就业做准备。 近日，

记者在上饶师范学院看到， 每天早上， 途经该校的公交

车上， 都挤满了穿着正装去单位实习的大学生。 该校大

三学生王培培告诉记者， 自己每天很早就要赶到一家教

育培训机构实习。 暑期参加培训的中小学生很多， 自己

要提前到单位做好准备。

上饶师范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大三学生小马每天早上

6

点半起床，

7

点要赶到学校公交站。 每天早出晚归的

他一回到学校， 倒头就能睡着。 小马对记者说， “ 早一

点到单位实习积累社会经验， 总比到了大四再四处找工

作强。” 小马表示， 虽然每天工作很累， 但这一经历让

原本内向的他， 自信了许多。

钱荷芳是英语专业的大三学生， 今年暑假她一口气

找了两份工作： 一份是给一个初二的孩子做家教， 另一

份是为五年级的孩子辅导新概念英语。 为了上好课， 钱

荷芳每天都阅读大量资料， 以便于在备课的时候能够派

上用处。 钱荷芳告诉记者， 自己做了一年多的家教， 人

际沟通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也帮父母减轻了一定的家庭

经济负担。

“ 我希望能为自己将来参加工作积累一些经验， 还

能拿到社会实践学分。” 学生小海虽然才大一， 但在这

个假期就进入了一家媒体单位实习， 小海笑着说， “ 在

这里认识了好多来自不同学校的朋友， 大家在一起工作

很开心， 跟着实习老师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每年学期考试结束后， 一些教育

主管部门领导和学校管理者会把学生

考试的平均分看作教师教学质量的重

要指标， 教师之间也会问对方班级的

平均分是多少， 家长也关心孩子所在

班的考试平均成绩。 多元评价已实施

多年， 但在一些人眼里， 平均分依然

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关键数据， 给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 发展学生特长带来了

不小的负面效应。

由于遗传因素的影响 、 家庭环

境的不同等原因 ， 学生各方面的基

础 、 能力 、 习惯 、 志向等都有差异 ，

要求所有学生 “齐步走 ” 是不符合

教育规律的 ， 追求平均分相同或相

近确实是强人所难 。 高校招生过程

中 ， 为什么北大 、 清华等名校要录

取顶尖学生 ， 而不录取成绩一般的

考生呢 ？ 因为考试成绩一般的学生

不能适应高难度 、 大容量的学习 ，

就是录取了也很难毕业 。 这是根据

考生状况来选择学生的一种方式 ，

反映的是一种基本的教育规律 。 而

现今 ， 在基础教育中 ， 虽然各地各

学校对考试成绩不再进行排名 ， 却

公布各任课教师所教学生考试成绩

的平均分 。 显而易见 ， 平均分成了

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平均分带给教师的压力是巨大

的 ， 比如一个班上百分之九十的学

生考试成绩都很好 ， 唯有两三个学

生考得特差 ， 平均分也不会高 。 在

领导和同行眼里 ， 任课教师的教学

水平就是不太好 。 这会导致一些教

师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个别差生身上 。

曾有一位教师讲 ， 他班上有两个学

生 ， 怎么教都不会 ， 花了很多时间 ，

却没有多大效果 。 有教师承认将近

三分之一的精力用在辅导学习有困

难的学生身上 ， 可班级平均分还是

提高不了多少 。 教育教学是要面向

全体学生的 ， 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少

数学生身上 ， 是不公平的表现 。 过

度追求平均分 ， 不仅消耗了教师大

量的精力 ， 让他们做了无用功 ， 也

使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没有得到较

好的发展 。 对于个别在某一学科学

习有困难的学生 ， 应在其他方面努

力培养， 使他们的特长得到发展。

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 ， 在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 ， 不应再把

平均分看作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指

标 。 通过淡化平均分给教师减压 ，

从而回归教育常态， 才是正途。

玉山逸夫小学：

在全国中小学电脑 制作大赛上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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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拿平均分难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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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大学生暑期留校，

忙啥？

本报记者 汪珊兰

教育快讯

本报讯 记者汪珊兰报道：

为美化校园周边卫生环境，助

力上饶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

7

月

22

日上午，上饶市第五

中学师生创卫志愿者来到信州

区河东巷弄堂， 对那里的卫生

死角进行清扫。 与此同时，志愿

者还向街道居民进行“ 讲文明、

讲卫生，争当文明市民”宣传。

此次活动对学校周边环境

卫生进行了美化、 净化。 师生

志愿者发扬不怕脏、 不怕累的

精神， 用实际行动为争创全国

卫生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对此， 街道上的路人、 店

主纷纷表示赞许和支持。 此次

活动不仅让河东巷更干净整

洁， 同时也宣传了创卫工作，

提醒每个居民自家的垃圾及时

清理 ， 大家共同爱护居住环

境， 卫生才能保持好， 才能创

建大美健康上饶。

本报讯 记者汪珊兰报道：

近日， 第二十届全国中小学电

脑制作大赛在山东潍坊科技学

院落下帷幕， 玉山县逸夫小学

学生夺得小学组机器人足球赛

一等奖。

据了解， 该项目参赛选手

由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的队伍

组成， 最终决出的一等奖分别

来自江西省、广东省、福建省、

山东省。 玉山逸夫小学学生在

比赛过程中不畏挑战， 充分展

示平时训练的战术技巧， 代表

江西省出战，一举夺魁。

近年来， 玉山县逸夫小学

在开足开好国家课程的基础

上，注重“ 扬学生个性，植学校

特色”，依照“ 课堂

+

社团”的模

式，遵循“ 普及

+

提升”的原则，

依托“ 七彩社团”，融合教师资

源和社会资源，开设“

1+6

”课程

体系，让“ 武术、象棋、围棋、足

球、乒乓球、英语、书法、国学、

机器人足球、电脑绘画、计算机

编程”等社团课程进入课堂，构

建了独具特色的拓展课程体

系， 拓展了学生学习的外延空

间， 实现了课内与课外的完美

赋能， 特色课程成为学校送给

孩子童年的最好礼物。 该校机

器人足球社团连续三年参加江

西省该项目竞技并蝉联全省冠

军， 连续三年代表江西省出战

该项目全国赛。

上饶一中：

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批判性思维教学现场会

本报讯 记者汪珊兰报道：

为进一步培养语文学习中开放

理性的精神， 提升探究实证的

能力， 促进批判性思维培养与

思辨读写教学， 近日， 上饶市

第一中学语文教研组一行

4

人， 赴深圳市育才中学参加第

五届全国中学语文批判性思维

教学现场会暨中学生批判性思

维培养与思辨读写教学实践研

究课题年会， 对话经典， 碰撞

思维。

展示课环节， 深圳新安中

学语文特级教师通过师生共读

各界对鲁迅的经典评价， 使学

生对鲁迅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

有了再认识； 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高级教师以“ 探寻契科

夫短篇小说中的变色龙” 为线

索， 通过让学生梳理制作“ 变

色龙” 进化轨迹图， 概括角色

性格， 探究作者的心理轨迹；

来自深圳市育才中学的高级教

师根据“ 有教无类” 梳理 《 论

语》 中的相关内容， 并以此拓

展延伸 ， 探究孔子 “ 有教无

类” 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和价值体现。 在随后的自由论

坛环节， 与会教师也纷纷分享

了各自在思辨读写和整本书阅

读教学中的探索和实践。

回首此次育才之行， 与会

教师们纷纷表示收获满满， 在

两天时间中， 专家们指明了培

养批判性思维的方向， 将“ 经

典名著资源化， 阅读过程思维

化， 思维推进任务化， 任务设

计情景化” 等理念落实到课堂

实践 ， 让批判性阅读走进课

堂， 走进每一个学生的心里。

上饶五中：

暑 期 创 国 卫 不 懈 怠

近日， 广丰区消防大队宣传人员来到

贞白中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培训活动。 培

训过程中， 区消防大队指导人员结合学校

实际情况， 重点讲解了校园内如何预防火

灾、 发生火灾后如何扑救以及灭火器正确

使用方法， 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实际操

作方法， 加深了学校工作人员对灭火器的

掌握情况。此次消防安全培训及演练活动，

不仅激发了贞白中学安全处工作人员学习

消防安全知识的积极性， 还提高了大家的

安全意识和处理突发事情的应变能力，为

学校夏季安全工作保驾护航。

邱俐 林斐 记者汪珊兰摄影报道

消防安全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