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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展期間聽取介紹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駐

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第五次聯合舉辦之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 於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在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

展覽廳設展。為讓本澳教師更深刻認識總體國

家安全觀，配合特區政府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和

澳門的社會繁榮穩定，本會、青協、退協會長

理監事和青年教師、退休教師以及辦公室等於 4

月下旬及 5 月初組織觀展。

本次展覽共分為六個部分，重點展示在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引領下，國家統籌發展與安

全，沉著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推動新時

代國家安全取得一系列偉大成就，以及特區政

府為維護國家安全、推進 “一國兩制” 穩步向

前的各項舉措和成果。

在場人員認真觀展，細心聆聽講解，大家

認為展覽圖文並茂，內容豐富，講解詳盡，通

過展覽能進一步瞭解國家過去一年的發展，感

受到維護國家安全不僅人人有責，更應人人盡

責。有參觀老師反映，該展覽有效加深了澳門

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解和

認識，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有助提升全社

會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齊心維護好澳門社

會繁榮穩定的良好局面。

國安教育永遠在路上，持續深化宣傳教育

工作，需要居民的支持和配合。本會將與教育

界同仁繼續主動維護國家和澳門安全，線上線

下向青少年學生做好《憲法》、《基本法》、《國

安法》的教育工作，提升年輕一代對維護國家

安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共同維護祖國和澳門

的長期繁榮穩定。本會將繼續動員學校、會員

及老師參觀國安展，繼續做好相關學習工作。

本刊通訊員

本會及退協、青協參觀國安展

▲ 教育界抗疫講座推廣疫苗接種

▲ 主辦機構負責人向戴華浩醫生（中）致送紀念品

由本會、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聯合舉辦的

“齊心抗疫健康進校園專題講座”，於 2022 年

3 月 10 日傍晚假濠江中學何賢堂舉行，講座邀

請到澳門公立醫院醫生協會會長、澳門衛生局

仁伯爵綜合醫院醫務主任戴華浩主講。澳門天

主教學校聯會會長周伯輝、澳門中華教育會理

事長鄭洪光、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會長兼

澳門立法會議員馬耀鋒，以及來自各校近百位

教師出席講座。

戴醫生以 “終結疫情之路” 為主題，簡要

介紹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本澳防疫抗疫工作

的內容與成績。指在國家大力支持、特區政府

有效管治及澳門全體市民共同努力下，本澳的

防疫抗疫工作取得矚目成績，希望全澳居民能

繼續攜手，構築好疫情防控的長城。隨後，他

引述人類在不同時期面對的重大疫症——黑死

病、流感、愛滋病、非典等，人類如何透過疫

苗、藥物等措施戰勝病毒的事例和經驗，引發

大家對解決新冠疫症問題的思考。

透過介紹現時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新冠

疫情防治情況，戴醫生認為可通過疫苗和藥

物讓新冠病毒變成能防、能控、能治，與病毒

和平共存。現時最有效防治新冠病毒的方法就

是接種疫苗，增加抗體。介紹目前市面上不同

種類的新冠疫苗，認為本澳現時使用的兩款新

冠疫苗都是採取成熟的技術製造，其功效與質

量都得到保證，除了對疫苗或疫苗成分過敏的

人士外，其餘人士均適合接種新冠疫苗。他續

指，根據眾多數據顯示，如不幸感染新冠肺

炎，從未接種過新冠疫苗的人士其死亡率遠高

於已接種兩劑疫苗的死亡率，並指出青少年、

兒童及長者都是易感染的高危人群，因此更需

要考慮接種疫苗增強保護。

與會教師紛紛表示，是次講座讓大家對新

冠疫情防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充分認識到注

射疫苗的重要性、安全性及有效性，將繼續推

動更多不同年齡段的人群注射疫苗，尤其重點

推動家長為三至十二歲的兒童登記注射，以降

低兒童的染疫風險，鞏固抗疫屏障。

本刊通訊員

本會舉辦健康講座增強師生防疫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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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常識達標考試逾千五人應考
本刊通訊員

由 “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 澳門特區

工作委員會主辦的 “二○二二年中國文化常

識 達 標 考 試 ” 於 2022 年 4 月 10 日 下 午 三 時

假培正中學及濠江中學校本部舉行，今年共

一千五百四十一人應考，公開組 29 人、長青

組 1 人，其餘為學生組。

工作委員會由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天

主教學校聯會、澳門公職教育協會、澳門大

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及澳門旅

遊學院推派代表組成。自二○○○年開展以

來，考試達標率達六成以上，參加考試且達

標者約二萬八千人，大部分是十六歲以上青

少年。希望藉此推廣中華文化，讓居民尤其

青少年提升知識，增強文化認同。

“達標” 考試每年一次，以《中國文化常

識普及標準》一書為內容，包括中國和中華

民族、現代漢語、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

國地理、傳統文化與旅遊勝地六部分，考試

合格即六十分或以上，獲頒達標證書。設長

青組（六十歲以上人士）、公開組（在職及大

專學生）、學生組（十六歲以上中學生），各

組別各設冠、亞、季軍獎及若干名優異獎。

考 試 期 間， 澳 門 基 金 會 行 政 委 員 區 榮

智、教青局教育研究及規劃廳長黃健武，工

作委員會顧問李沛霖、何少金，陳虹，副主

任 委 員 周 伯 輝、 劉 文 堯、 李 雁 蓮、 梁 詩 琪

等，到培正考場巡視。另一副主任委員鄭洪

光負責濠江中學考場工作。考試在疫情下舉

行，考場按指引做足防疫措施，並減少每個

考室的考生數量，保持安全距離。

主任委員陳虹表示，《中國文化常識達標

考試讀本》（試行版）已完成，加入國家及本

澳政治制度、澳門歷史文化等，冀年底推出

正式版，明年以新書為考試內容，藉以提升

居民對國家和澳門的認識，增強文化認同和

愛國愛澳情懷。

▲ 濠江考場工作委員合照

▲ 主辦單位負責人陪同嘉賓巡視考場

▲ 培正考場工作委員及嘉賓合照

為加強澳門師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認識，

提高知法守法的意識，更好地推動 “一國兩

制” 事業行穩致遠和澳門長治久安，本會及澳

門天主教學校聯會、澳門公職教育協會、澳

門高等教育發展促進會於 3 月至 5 月期間共同

舉辦 “2022 全澳師生憲法和基本法知識學習

競賽活動”，得到澳門基金會贊助部分經費。

該項活動得到各校師生的大力支持和參

與， 起 到 良 好 的 宣 傳 教 育 作 用。3 月 11 日

至 4 月 16 日期間進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知識線上學習競賽活動，參與網上學

習 的 人 數 45,913 人 次、 競 賽 人 數 106,246 人

次，成功提交成績達 28,024 人次。4 月 19 日

至 5 月 18 日期間進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知識線上學習競賽活動，參與網上學習

的人數 22,980 人次、競賽人數 71,082 人次，

成功提交成績達 20,960 人次。此外，上述團

體 亦 於 5 月 11 日 至 26 日 開 展 了 “ 澳 門 師 生

紀念中國共青團建團 100 周年暨五四運動 103

周年常識問答比賽”，參加比賽人數 96,025 人

次，成功提交成績人數 51,225 人次。

2022 年 5 月 27 日上述活動於本會會址舉

行活動抽獎，本會理事長鄭洪光、副理事長

兼秘書長岑耀昌、副秘書長李雪松，澳門天

主教學校聯會副會長張慧玲，澳門公職教育

協會副監事長譚可珍，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促

進會副會長刑志紅副會長出席並進行抽獎。

獲獎名單可於本會官網查詢。

本刊通訊員

《憲法》和《基本法》知識比賽
逾十七萬七千多人次參賽達良好宣教效果

▲ 活動委員們監督電腦抽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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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自來水公司一行來訪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關小

冰，副總經理朱偉文、李志土，傳訊經理陳

如欣，傳訊高級主任傅詠璵、傳訊助理主任

趙詩韵一行六人於 2022 年 5 月 11 日拜訪澳

門愛國教育研究推廣工作委員會。工作委員

會主席陳虹，副主席周伯輝，主任委員鄭洪

光，副主任委員龐川，秘書長岑耀昌，委員

譚可珍、王國英、鄭杰釗、楊珮欣、林美儀

出席會議，雙方就共同合作做好愛國教育工

作進行熱烈座談。

關 小 冰 表 示， 由 於 澳 門 自 身 條 件 的 限

制，自上世紀 60 年代開始，由珠海供應原水

給澳門，澳門市民享用優質的水資源全靠國

家的關顧和支持。公司一直肩負社會責任，

積極參與公益事務，計劃以澳門供水的歷史

作為切入點，在石排灣新水廠設立愛國教育

基地，教育青少年飲水思源，激發愛國愛澳

情 懷。 是 次 拜 訪 主 要 聽 取 工 作 委 員 會 的 意

見，並商討未來的合作模式。

陳虹代表委員會對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

公司一行的來訪表示熱烈歡迎，她感謝澳門

自來水為本澳提供優質的供水服務，積極承

擔企業的社會責任，關心澳門教育的發展。

會上，各委員十分贊同自來水公司的設想，

並建議可進一步豐富教育的形式，如參觀、

專題講座、工作坊、互動展區等形式，讓青

少 年 有 更 多 的 體 驗， 加 強 對 供 水 歷 史 的 認

識，加深對社會、國家的感恩情懷，培育青

少年愛國愛澳精神。

本刊通訊員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拜訪澳門愛
國教育研究推廣工作委員會

▲ 澳門文化遺產導遊協會一行與本會代表座談後合影

澳門文化遺產導遊協會來訪本會
本刊通訊員

澳門文化遺產導遊協會主席簡萬寧、副

主席朱容仟、理事長梁結維、副理事長兼秘

書長施得慶、監事長林清、名譽主席梁詩琪

於 2022 年 3 月 9 日來訪本會。本會副理事長

兼秘書長岑耀昌，教師專業發展協會副理事

長兼本會副秘書長陳建邦，本會辦公室主任

林美儀，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協調主任劉

曉彤出席接待。

岑耀昌代表本會對澳門文化遺產導遊協

會一行到訪表示熱烈歡迎，他介紹本會基本

情況，指出本會創會至今，一直堅守愛國愛

澳初心，積極推動本澳愛國愛澳教育。他強

調，讓師生正確深入學習國家歷史及澳門歷

史，弘揚中華文化，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肩

負的使命，認為雙方可就歷史教育方面有更

多的合作。

簡萬寧簡要介紹了澳門文化遺產導遊協

會 的 會 務 情 況。 他 提 到， 協 會 成 立 於 2009

年，協會主要宗旨是致力推廣澳門本土歷史

文化，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推動澳門文化遺產

旅遊，關注對澳門文化遺產尤其是世界文化

遺產的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組織會員開展各

類有益於推廣、宣傳、教育和保護澳門文化

遺產的活動，與社會各界合作共同推動澳門

文化遺產旅遊活動等。期望日後能加強與教

育界的交流，共同推動澳門文化遺產保育工

作。

梁詩琪詳細介紹協會會員的專業資格及

相關培訓課程。她指出，過往協會承辦了不

少歷史教育的課程，期望與本會合作，開辦

培訓，進一步加深本澳師生對文化遺產的認

識。

陳建邦認為課程有助教師提升文化遺產

認識及保護意識以更好地培育學生，協會專

業性高、實務經驗豐富，可從本澳文遺路線

進行有意義的專題探究，引起社會的關注。

此外，他建議成立文化導賞的專題平台，加

強社會宣傳教育，推動市民認識澳門文化，

做好文化保育工作。

2022 第 2期 2022 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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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主辦的第 36 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於

2022 年 4 月 23 日假濠江中學舉行。為配合特區

政府防疫指引，本屆朗誦比賽不設集誦，所有進

入賽場人員必須佩戴口罩、接受體溫檢測並作健

康申報。是次比賽得到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以及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贊助部分經費及獎品，濠

江中學借出比賽場地，各校派出師生積極參與工

作，本會表示衷心感謝。

本屆朗誦比賽分粵語、普通話、英語及葡

語獨誦，按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四個組別

進行比賽。朗誦誦材由學生自行選擇，有詩歌、

散文、故事等。參與本屆朗誦比賽的學校有 71

所，各組獨誦學生共有 1061 人。

全澳學生朗誦比賽已舉辦 36 屆，已成為本

澳學界大型活動之一，在促進各校語文教學水

平的提高及培養學生朗誦興趣等方面提供了一個

很好的平台，歷年均受到各校師生和家長的重視

與支持。各組評判普遍認為本屆學生的朗誦水平

有精彩的表現，在面對疫情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下，學校、師生、家長攜手合作共同努力，讓學

生在比賽中得到鍛煉，希望同學們能繼續保持對

朗誦的興趣，再接再厲，充分利用好朗誦比賽這

個平台，鍛煉自己的膽量及自信，繼續提升自身

的語言表達能力。

頒獎禮於 6 月 4 日在濠江中學隆重舉行，本

會負責人及嘉賓、各校行政、師生共三百多人出席

了頒獎典禮。本屆共有 64 人獲特優獎，230 人獲

一等獎，430 人獲二等獎。本會向獲獎學生頒發獎

狀及獎杯，同時亦向獲特優獎學生的輔導老師頒發

獎狀和獎金，以茲鼓勵。

本會副理事長、賽會主任委員王國英在頒獎

禮上致詞稱，為配合政府防疫指引，這兩年取消了

集誦，只進行獨誦比賽。面對疫情帶來前所未有的

挑戰下，學校、師生、家長攜手合作不懈努力，認

真練習，同學們在比賽中充分發揮了團隊合作精神

和個人最好的水準，全情投入，令人讚賞。他又代

第36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逾千人參加
本刊通訊員

▲ 獲特優獎同學與嘉賓們合影留念

第三十六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獲獎名單
粵語獨誦

初小組

【���】（4人）
劉幸蓓（濠江英才）、葉思穎（新華）、李俊熹（浸信）、鄭鉑龍（教業）。

【一��】（21人）
陳以心（聖羅撒•英）、黃雅格Wong, Nga Kak Zandra（聖公會）、徐匯弼（聖羅撒•英）、杜昊恆（鏡平）、

梁穎詩（濠江小學）、李明致（濠江英才）、方億豪（蓮峰）、林靖芊（中德）、阮義翔（勞校）、柯秉楨（鏡平）、

葉霆烽（勞校）、鄭善嵐（沙梨頭坊校）、楊美嘉（聖心•英）、李善怡（海暉）、甄偉堂（濠江小學）、王恩瞳（蔡高）、

林康琦（培華）、盧芷瑤 Lou, Chi Io Hestia（聖公會）、黃映璇（聖心•英）、黎梓澄（培華）、何瀚宇（教業）。

【二等獎】（28人）

何昊（鮑思高粵華）、歐鎧恩（化地瑪）、伍曼瑋（聖羅撒•中）、趙佳琳（教業）、張宛琳（培正）、黃善宜（東南）、

王柄涵（中德）、袁梓潼（永援）、石寶彤（福建）、和田匡弘（教業）、梁嘉琪（福建）、林芊兒（何東中葡）、

廖宥嘉（培道）、黃子倩（菜農）、陳一寧（聖德蘭）、朱子淇（聖羅撒•中）、馮文迪（浸信）、杜家樂（同善堂）、

黃梓淳（澳大附校）、李明慧（婦聯）、李鎧彤（菜農）、趙梓晴（沙梨頭坊校）、鄧穎潼（培正）、胡寶琳（鮑思高粵華）、

邱詩晴（青洲）、呂鈺敏（氹仔坊校）、黃文穎（同善堂）、吳曉璇（婦聯）。

高小組

【���】（3人）
馮寶柔（浸信）、鄭逸楓（永援）、麥雅程（聖羅撒•英）。

【一��】（13人）
甘曉晴（聖若瑟五校）、司徒奕訢（濠江英才）、鄧曉彤（濠江）、周楚怡（婦聯）、李岱霖（蔡高）、張駿樂（中德）、

陳玥霖（聖羅撒•中）、林希澄（濠江英才）、陳美谷（聖羅撒•英）、李思瑩（中德）、熊貝思（聖若瑟五校）、

蔡鍵城（教業）、歐陽樂妍（教業）。

【二��】（44人）
袁芷臻（培正）、何梓洋（濠江）、Adiwang, Rhiana（二龍喉中葡）、羅希晴（氹仔坊校）、潘婉琪（鏡平）、陳家齊（聖家）、

李賞（福建）、陳嘉琪（鏡平）、趙家慧（永援）、鍾卓昕（聖心•英）、林沁妍（二龍喉中葡）、劉孝賢（聖若瑟五校）、

表本會感謝評判委員、各校行政、教師以及各界

人士的支持和鼓勵，感謝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及中

國銀行澳門分行贊助部分活動經費、濠江中學借

出比賽場地及設備、各校派出師生協助工作，使

整個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在頒獎禮上，中央駐澳聯絡辦公室教育與青

年工作部教育處岑嘉儀處長、教青局中學教育處梁

怡安處長、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水坑尾支行劉紹斌行

長、本會陳虹會長及多位校長、評判委員主持頒發

了各個獎項，獲獎者在全場熱烈掌聲中接受獎項，

深受鼓舞。頒獎完畢後，獲特優獎的學生與眾嘉賓

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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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怡（澳門坊校）、謝穎傑（青洲）、吳晉嶸（培華）、張譽騰（培正）、梁家熙（鮑思高粵華）、朱慧慧（氹仔坊校）、

李思瑩（東南）、盧蔚楠（澳大附校）、程文晧（福建）、王宇軒（蔡高）、鍾怡（培道）、梁知行（勞校）、

石倬寧 Seak, Cheok Neng Fiona（聖公會）、余洛蓓（利瑪竇）、林瀅欣（勞校）、蕭苑婷（同善堂）、冼柏堯（菜農）、

梁樂晴（聖羅撒•中）、朱紹敏（蓮峰）、莊君熙（菜農）、莫嘉泳（化地瑪）、何永珊（澳門坊校）、朱永晴（培華）、

郭嘉怡（同善堂）、Ruz, Artroy Kate（聖善）、羅寶雯（聖家）、陳淽童（蓮峰）、陳美婷（新華）、黃舜慈（聖心•英）、

余晉廷（東南）、陳藹恩（聖德蘭）、許浩騫（鮑思高粵華）。

初中組

【���】（4人）
何佳銘（菜農）、黃文君（同善堂）、陳彥君（濠江英才）、林佳杏（化地瑪）。

【一��】（12人）
黃靜妍（濠江）、馮苡晴（演藝•舞蹈）、蔡慧瑜（化地瑪）、楊靜（聖保祿）、張伊琳（青洲）、梁梓彬（同善堂）、

王嘉俐Wang Ka Lei, Kelly（聖公會）、鍾汶浠（菜農）、胡曉嵐（濠江英才）、吳詠心（培正）、何行健（教業）、

聶嘉欣（勞校）。

【二��】（32人）
李梓萱（聖心•英）、蘇智昊（培道）、劉知雨（利瑪竇）、楊婉淇（高美士中葡）、譚詠瑤（永援）、呂古大（青洲）、

吳梓晴（澳大附校）、馮芷穎（培正）、李秋霖（聖羅撒•中）、明學堅（教業）、鍾毅曦（慈幼）、鄧旻晴（蔡高）、

陳泓諺（勞校）、李芷藍（聖羅撒•英）、楊嘉恩（聖心•英）、屠一飛（浸信）、黃聖欽（聖羅撒•英）、梁伯俊（慈幼）、

黃曉甯Wong Hio Neng（聖公會）、譚巧怡（澳大附校）、溫雅逸（演藝•舞蹈）、麥倚琦（澳門坊校）、馮曉悅（氹仔坊校）、

李嘉聰（永援）、容嘉俊（澳門坊校）、阮逸文（雷鳴道）、林進希（聖若瑟六校）、陳欣桐（高美士中葡）、程子舟（廣大）、

梁恩敏（氹仔坊校）、李芷蕎（聖保祿）、林文俊（協同特殊）。

高中組

【���】（4人）
歐錦鈞（培正）、黃心愉（勞校）、曾靜怡（教業）、陳嘉欣（廣大）

【一��】（18人）
蘇巧怡（濠江）、鄭樂然 Cheang Lok In, Oscar（聖公會）、黃浩政（培正）、卜政浩（濠江）、官婉怡（聖若瑟五校）、

黃蔚昕（濠江英才）、鍾森明（培華）、歐陽子青（化地瑪）、黃文慧（同善堂）、古佩嬉（浸信）、黃偉倫（菜農）、

張浩然（同善堂）、何潔雯（菜農）、李敏玲（廣大）、趙樂澧（澳門坊校）、梁婉金（新華）、林子昕 Lam, 

Chi Ian Athena（聖公會）、戴昊廷（培道）。

【二��】（23人）
楊軒（濠江英才）、盧樂遙（聖心•英）、岑芷蕎（培華）、羅仲謙（慈幼）、王樂欣（東南）、蔣恩彤（聖心•英）、

關嘉敏（蔡高）、陳倩嫻（演藝•舞蹈）、陳穎芝（化地瑪）、田澄恩（澳大附校）、黃曉毅（東南）、陳永燊（利瑪竇）、

吳文華（中葡職校）、林恩曦（聖羅撒•英）、盧日濠（中葡職校）、周洛瑤（鏡平）、黎紫潁（聖保祿學校）、

陳咏桐（高美士中葡）、黃美儀（聖羅撒•中）、陳子琳（聖保祿）、余思廷（澳門坊校）、孫浩文（新華）、

葉海晴（勞校）。

普通話獨誦
初小組

【���】（5人）
Catia de Jesus Pinto（葡文學校）、劉子瑩（濠江）、周沫涵（培正）、林泳延（聖羅撒•英）、楊承恩（鏡平）。

【一��】（24人）:
王妤心（培正）、紀羽桐（濠江英才）、黎浩炘（濠江英才）、郝思涵Hao, Si Ham Priscilla（聖公會）、吳梓燁（勞校）、

鄭喆聖（鮑思高粵華）、車翔龍（培華）、陳筠堯（教業）、郭駿濠（同善堂）、張韻晴（聖羅撒•英）、鄧羽希（聖羅撒•中）、

楊鈺鈴（新華）、張泓森（同善堂）、陳彥瑜（聖羅撒•中）、黃美杏（浸信）、劉梓翔（鏡平）、林艷萍（濠江）、

TRAMTE NOLA（聖善）、張鈺凌（澳大附校）、杜婉陶Du, Wantao（聖公會）、陳詩盈（利瑪竇）、蔣有為（澳門坊校）、

林鈺霏（教業）、黃子昕（澳大附校）。

【二��】（36人）
黃智軒（氹仔坊校）、楊武靜（聖心•英）、李鈺檸（培華）、吳雅諾（何東中葡）、徐夢熙（教業）、陳甯寧（婦聯）、

劉詩彤（中德）、黃偌嵐（教業）、祿若澤（嶺南）、謝熙瑤（新華）、梁菀恩（勞校）、周祉澄（化地瑪）、

戴慧珊（北區中葡）、寧靜（鮑思高粵華）、勞頌希（鮑思高粵華）、陳心妤（化地瑪）、林詠心（青洲）、林頌甯（永援）、

梁悅（蔡高）、馮元昊（福建）、蔡汶妤（菜農）、Lu Yiming, Kelly 陸一銘（聯國）、胡藹錡（中德）、

鄺暘稀（澳門坊校）、Chin Chun, Seamus 錢雋（聯國）、司徒樂佩（聖德蘭）、孫曦兒（婦聯）、黃靄嵐（蓮峰）、

饒莫凡（東南）、羅鉦皓（慈幼）、黃樂怡（蓮峰）、彭裔情（培道）、葉家滔（浸信）、梁貴煜（聖若瑟五校）、

洪昊軒（北區中葡）、葉晨曦（聖德蘭）。

高小組
【���】（5人）

周佳妮（濠江）、蕭俊希（鏡平）、丁曉鋒（鏡平）、嚴茗月（聖羅撒•英）、施欣彤（教業）。

【一��】（18人）
劉嘉一（教業）、梁永希（聖家）、林鈺翔（勞校）、劉曉諾（濠江英才）、后承諾（濠江英才）、林藝恆（沙梨頭坊校）、

崔蔚謙（鮑思高粵華）、蔡正言（鮑思高粵華）、陳鎧熙（聖羅撒•英）、蔣齡玉（澳門坊校）李前翰（永援）、

余咏琪（教業）、覃浩楊（培華）、鄭詠心（聖心•英）、吳嘉男（培道）、黃水晶（東南）、黃卓淇（培正）、

嚴家煜（教業）。

【二��】（40人）
范俊明（利瑪竇）、鄭竣澤（鮑思高粵華）、周悅琳（青洲）、嚴苡芯（中德）、游理焰（濠江）、林義博（婦聯）、

鄺靖桐（福建）、李語蕎（聖德蘭）、戴芷淇（鮑思高粵華）、陳芸熙 Chen, Wan Hei Cyan（聖公會）、陸語嫣（婦聯）、

阮雅淳（聖羅撒•中）、何李菲（勞校）、劉宇晴（聖心•英）、陳海欣（鄭觀應學校）、林子涵（聖保祿）、李鈺瑩（福建）、

黎芷欣（化地瑪）、晏梓清（聖羅撒•中）、兵頭広一（浸信）、賈長蓁（中德）、陸芷翹（化地瑪）、張海茵（聖若瑟五校）、

李安澄（青洲）、梁茵甯（氹仔坊校）、葉家欣（菜農）、Huang Lok Iong, Le Rhone黃樂榕（聯國）、蔡弘燊（同善堂）、

李嘉兒（海暉）、莫玉霖（培道）、廖春添（蓮峰）、徐苡瑄（利瑪竇）、程寶怡（蓮峰）、朱林瑩（氹仔坊校）、

馮悅兒（培華）、普實 Polasek, Lukas（聖公會）、黃梓晴（聖善）、蔡芷喬（聖保祿）、何倩琪（聖家）、

譚詠琳（澳門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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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

【���】（4人）
唐道涵（濠江英才）、史雅欣（濠江）、王怡琳（培正）、劉芃瑞Lui, Peng Rui Jemina（聖公會）。

【一��】（13人）
劉家奇（青洲）、戴心妍（勞校）、杜丙諾（教業）、李嘉泓（菜農）、趙宇晴 Chio, U Cheng Yuma（聖公會）、

喻彥茜（濠江英才）、黃家樂（濠江）、梁詩韻（菜農）、梁彥（同善堂）、李盈鋒（同善堂）、胡駿韜（鏡平）、

陳倩敏（化地瑪）、Chen Yidan, Ella陳一丹（聯國）。

【二��】（39人）
蘇琪雅（鄭觀應學校）、陳安之（澳大附校）、梁海琪（勞校）、李心悅（培正）、陳雅琳（蔡高）、蔡詩婷（嶺南）、

黃梓諺（廣大）、林煦雲（高美士中葡）、梁睿悠（永援）、蘇稚媛（青洲）、翟晶瑩（浸信）、劉鈞易（粵華）、

沈宇軒（慈幼）、林妙堉（浸信）、胡曉嵐（聖心•英）、陳靖瑤（廣大）、Xu Jiayang, Dinos許嘉洋（聯國）、

殷庄子（教業）、洪嘉晴（聖保祿）、呂泓民（聖若瑟六校）、嚴詩昕（培華）、陳子君（聖羅撒•中）、伍品政（東南）、

逄嘉濠（培道）、黃子涵（聖保祿）、張麗莎（嶺南）、林中鶯（聖羅撒•中）、林芯瑜（新華）、楊梓灝（永援）、

司徒奕軒（慈幼）、俞欣怡（聖心•英）、曹家鳴（培華）、區晉銘（中葡職校）、陳寶櫻（化地瑪）、吳小晶（新華）、

黃穎儀（氹仔坊校）、蕭璇悅（澳大附校）、施鈿鈿（聖若瑟六校）、吳汶欣（東南）。

高中組
【���】（4人）

張若詩（培正）、姜涵宇（濠江英才）、邱佳浩（濠江）、鄭景鋒（鏡平）。

【一��】（15人）
金休醉（菜農）、李廣成（濠江）、王鰲（新華）、陳穎雨（濠江英才）、鄧安妮（勞校）、田子萌（聖保祿）、

張文浩（鏡平）、吳倩婷（同善堂）、毛嘉琦（勞校）、何培琦（培華）、錢景良（蔡高）、張咏嘉（氹仔坊校）、

馮譯蔚（聖保祿）、潘奕妤（聖羅撒•中）、黃伊靖（浸信）。

【二��】（31人）
胡元楚（培正）、李芳毅（澳門坊校）、王家榕（新華）、李炳康（蔡高）、馬天辰（教業）、Maria João Nheu Q. M. Ribeiro（葡文學校）、

吳一嬋淞（中葡職校）、李偉圖（慈幼）、張真如（協同特殊）、余梓航（同善堂）、陳雅芬（菜農）、李依雯（聖羅撒•中）、

高珈俊（培華）、葉子珊（化地瑪）、陳海峰（粵華）、李艾琳（聖心•英）、吳偉傑（東南）、李雪菁（化地瑪）、

于素婷 Yu, Sou Teng Oriana（聖公會）、黃靖堯（聖若瑟六校）、李名軒（澳門坊校）、王珈嘉（氹仔坊校）、

王潤婷（高美士中葡）、周樂盈（永援）、梁舜雯（聖心•英）、鄧灝瀅（浸信）、鄧子沖（粵華）、劉詩婷（廣大）、

李嘉汶（鄭觀應學校）、洪澤曦（聖若瑟五校）、張瑩瑩（東南）。

英語獨誦
初小組

【���】（6人）
楊宇帆（濠江英才）、Pohl, Teresa（聖公會）、洪麟（東南）、Uy Tiffany Claire Mendoza（何東中葡）、容永智（濠江）、

Lam, Ling Ngai Caisy（氹仔坊校）。

【一��】（18人）
洪晞（鄭觀應學校）、葉昭賢 Ip, Chio In Karson（聖公會）、劉司妍（聖羅撒•英）、鄭鉉羲（慈幼）、

Margarida Martins Macedo Rocha（葡文學校）、陶希玥（教業中學）、Tang, Hou In（氹仔坊校）、馬文浩（濠江英才）、

戴瑗（聖羅撒•中）、王樂茵（蔡高）、Lei Iek Meng（培華）、龍峰（中德）、雷恩實 Loi Ian Sat（化地瑪）、

Sophia Tuong Lam Wheeler（葡文學校）、黃俊熹（廣大）、柯忻妍（中德）、陳紳曦（聖若瑟五校）、李卓越（婦聯）。

【二��】（42人）
陳紫嫣（培正）、徐蔚喬（永援）、王唯懿（教業）、G.gaverealla Marie Molano（氹仔中葡）、張景囿（聖善）、

顏了凡（教業）、Goncalves Lucio Conceicao龔焯言（聯國）、Hoi Un Son（培華）、Elly, Hoi Pui I（鮑思高粵華）、

陳浩然（慈幼）、林嘉兒Lam Ka I, Carey（聖若瑟五校）、高浩翔（鏡平）、馮子丞（聖家）、Hayden, Wu Kai Hei（鮑思高粵華）、

張曉尚（培道）、列凱嵐（聖善）、唐梓朗（婦聯）、尹嘉欣（培道）、陳婥嵐（聖羅撒•英）、李灝堯（培道）、

羅靖翹（培正）、盧晞楠（菜農）、陳庭萱（聖心•英）、馮子謙（利瑪竇）、劉心如（聖羅撒•中）、Lei Cheok Tong（沙梨頭坊校）、

楊昕桐（澳大附校）、李樂澄（聖心•英）、陳梓翹（聖保祿）、董子健（浸信）、陳鴻軒（福建）、林梓言（廣大）、

賈卓衡（永援）、丁韻霖（教業）、郭夢梵（青洲）、黃偉軒（勞校）、Matt, Kwok Ieng Un（鮑思高粵華）、

郭芷晴（同善堂）、李浩庭（菜農）、吳俊宏（鄭觀應學校）、梁婉賢（同善堂）、趙晙楷（聖若瑟五校）。

高小組

【���】（3人）
蘇榆晴（聖心•英）、黃心怡（濠江英才）、梁靖琳（聖羅撒•英）。

【一��】（19人）
De Brito Pestana, Matilde（聖公會）、T. STEPHANIE ELLA FRANCISCO（何東中葡）、李瑞盈（教業）、

陳奕平（永援）、DE JESUS NIVEK ANDY MENESES（聖善）、陳叡 Chan, Ioi Henia（聖公會）、梁渭嵐（聖心•英）、

Inson, Ho Son In（鮑思高粵華）、Darryl, Lui Jia En（鮑思高粵華）、徐瑜澤（濠江英才）、何臻諾（澳大附校）、

羅雅勵（教業）、江穎姿（聖羅撒•英）、Leong Lok Io Jasmin梁樂瑤（聯國）、楊惠斯（婦聯）、簡子朗（濠江）、

KEN ANDREI LOZADA NOLASCO（聖善）、王彬（鏡平）、黃如禧（培正）。

【二��】（32人）
SILVA, CLAUDIA XIAO GONCALVES（氹仔坊校）、Jiang Marques Tiago（聯國）、嚴智諾（培道）、

廖馨怡（利瑪竇）、鄧睿希（永援）、陶悅頤（培正）、鄭睿姍（教業）、任佳晴（澳大附校）、陳熙彤（教業）、

關政樂（浸信）、李翊琳（聖保祿）、譚皓賢（勞校）、陳威羽（濠江）、曹澤亨（聖若瑟五校）、Alvin, Ngai Chi Him（鮑思高粵華）、

施俊燊（中德）、CHEUNG SAM CHI（培華）、徐浚軒（慈幼）、呂政陽（聖家）、楊曉澄（東南）、羅意雅（中德）、

姚景曦（慈幼）、吳紅葉（勞校）、陳靜美（婦聯）、袁梓軒（蔡高）、冼雋一（培華）、林煒軒（鄭觀應學校）、

江麗盈 KONG LAI IENG（化地瑪）、周燮朗 Chao Sit Long, Xiga（聖若瑟五校）、劉鳴（浸信）、蘇衍澄（聖若瑟五校）、

陳樂怡（鄭觀應學校）。

初中組

【���】（4人）
Polasek, Vit（聖公會）、Sands, Isabel Katarina（聖公會）、袁詩蘊（培道）、Quinn, Leonie Holly（聖羅撒•英）。

【一��】（21人）
Capiral Drew Margaux Padilla（高美士中葡）、DE JESUS, ANEKEN MENESES（聖若瑟六校）、吳家瑜（鏡平）、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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鎧彤（鏡平）、酆伊涵（濠江英才）、黃永鏗（濠江英才）、Zhang Mandy（聯國）、Mak, Christen（聖羅撒•英）、

Olfindo Will Jeronimo Ferreras（高美士中葡）、鄒恩華（勞校）、李永雋（培正）、DO VALE, CATARINA SUPANI（中葡職校）、

ULEP GIANYN DELA MERCED（濠江）、馮曦禾（培正）、Bunyamin, Barry Lyndon（聖若瑟五校）、

趙雪晴（澳大附校）、黃雪琳（培華）、危倩儀（氹仔坊校）、梁倩瑜（濠江）、Dizon, Shania Sardenia（培華）、

PUN HIO MAN（東南）。

【二��】（26人）
余雋永（永援）、吳加安（蔡高）、麥煒欣（菜農）、林立韜（同善堂）、ERNANDEZ PANGAN JOSHUA MIGUEL（海星）、

GALANG, JEWEL KIESHA BAYANG（中葡職校）、劉啟文（浸信）、羅林晴（嶺南）、黃柏豪（粵華）、

黃卓軒（粵華）、沙恩儀（聖若瑟六校）、阮瑞鈴（聖心•英）、Gabriela Yasmin Cardoso Chaves（葡文學校）、

黃穎禧（化地瑪）、黃嘉敏（同善堂）、張曦琳（澳門坊校）、蘇子健（蔡高）、陳綽鋒（永援）、蔣梓俊 Cheong 

Chi Chon（廣大）、郭善兒（新華）、李玥蒨（教業）、崔滈桐（聖羅撒•中）、Melissa Carvalho Souza（葡文學校）、

羅梓晉（嶺南）、區錦彥（利瑪竇）、林蔚然（鄭觀應學校）。

高中組

【���】（6人）
Escote, Gabrielle Tupas（聖公會）、陳豫Chan, U Hermione（聖公會）、Wong Wing Ki, Vicki（聖羅撒•英）、

Liu Chi Meng, Gigi劉紫明（聯國）、賀恩濃（濠江英才）、Luna Tania Stefani（利瑪竇）。

【一��】（16人）
Alliana Nicole H. Pangan（培華）、顧珈晴（永援）、簡詠心Nicole Cay Acosta Castelo（海星）、Mohamed 

Fathima Fazmina Luna（高美士中葡）、吳家駿（鏡平）、胡瀟瀛（永援）、唐慧琪（培道）、潘志誠（教業）、

吳宜臻（培正）、洪蔓蕎（澳門坊校）、Vassort Sanches,Éloise（鄭觀應學校）、王智璇（化地瑪）、何卓熹（濠江）、

陳世迅（濠江）、黎曦雅（聖保祿）、GALANG JANELLE KAYE BAYANG（中葡職校）。

【二��】（31人）
DELA CRUZ, NIXZEL BRE VILLALUZ（聖若瑟六校）、Alcantara Jaren Angeli Ella（高美士中葡）、

Justin Netanya（聯國）、Victorin Noel Terrisse（葡文學校）、Pepito Kenny Jay Fronteras（浸信）、

CHONG UN U（東南）、Ison Kristine Khiana Dizon（聖若瑟六校）、汪星廷（演藝•舞蹈）、李耀匡（粵華）、

林庭萱（濠江英才）、楊學勤（培華）、盧藹琳（聖心•英）、李穎瑤（聖保祿）、呂俊希（嶺南）、曾子茵

Zeng Ziyin（廣大）、Gerson da Conceição C. Borges（葡文學校）、陳凱琳（利瑪竇）、朱尉妍（培正）、

趙美娜（鏡平）、胡凱豐（聖若瑟六校）、張嶢淇（菜農）、陳穎欣（培道）、許詩雅（勞校）、林志聰（教業）、

KO HIU FUNG（海星）、U, Chi Ieng（聖若瑟五校）、阮忻鈴（聖心•英）、鍾欣彤（澳大附校）、洪澤權（粵華）、

竺大衛（同善堂）、古崎杏（氹仔坊校）。

葡語獨誦
初小組

【一��】（4人）
方麗嘉MELODY（培正）、Mariana Barra e Antunes（葡文學校）、De Brito Pestana, Constanca（聖公會）、

Joaquim M. B. M. A. Gaivão（葡文學校）。

【二��】（9人）
Dos Santos Olimpio Da Paz, Duarte（鄭觀應學校）、BIASURA MARK ZIAN ARIBBAY（何東中葡）、

王盈焮（婦聯）、袁希晨JAYDEN（培正）、PANG SIN TONG JANICE（何東中葡）、Diego Jorge Galeano 

Massada（鄭觀應學校）、DOMINGO LEMONY FINN LORILLA（氹仔中葡）、Fernandes Nunes, Cesar 

Gabriel（聖公會）、梁伊晴（氹仔中葡）。

高小組
【���】（1人）

Gaspar Rosado Dos Santos Tomas（聖公會）。

【一��】（6人）
鄺珏菁（鄭觀應學校）、范浩NICOLINA（培正）、Enes Baganha Cordeiro de Sousa, Maria Alice（聖公會）、

Alice Lancry A. M. A. Robalo（葡文學校）、Carlota Nheu Quaresma Mateus（鄭觀應學校）、勞朗之

JOVIENNE（培正）。

【二��】（6人）
Lara de Jesus Martins Paulo（葡文學校）、LEONG JUSTINE ALEGARBES（何東中葡）、呂永灝（聖若瑟五校）、

ROXAS XELLENE JAY JAVIER（氹仔中葡）、周欣曉（教業）、RUIZ RAFAEL MIGUEL ABUDA（何東中葡）。

初中組
【���】（6人）

Davi dos Santos Queiroz（中葡職校）、鍾雅悠（濠江英才）、Jiang Ka Hou（中葡職校）、Mark Daniel Garcia 

Garcia（鄭觀應學校）、Lourenço Gomes P. M. Drogas（葡文學校）、梁峻華（濠江英才）。

【一��】（5人）
Clara Maria Lourenço Mota（葡文學校）、NevesDosSantos Augusto Matilde（聖若瑟六校）、Misagal Maria 

Adelaide M.（高美士中葡）、Lau Florence Esther（高美士中葡）、蔡思睿（培正）。

【二��】（5人）: 
老俊宇 Lou, Chon U Desmond（聖公會）、邱敬元 Iau, Keng Un Leo（聖公會）、關智偉（聖若瑟六校）、黃諾曦（粵華）、

王玥（培正）。

高中組

【���】（5人）
Yenson Nikki Jade Michelle F.（高美士中葡）、Maria Clara dos Santos Queiroz（中葡職校）、Sofia Gomes Porto M. 

Drogas（葡文學校）、Francisco Mc Angel Ondivilla（高美士中葡）、Cabral Costa Canelas, Leonor（聖公會）。

【一��】（7人）
Inês Catarina Coelho Capela（葡文學校）、鄧莉諭（濠江英才）、Fernando dos Santos Queiroz（中葡職校）、

Hung Mendes, Filemacio Helvio（聖公會）、夏彩蓮（鄭觀應學校）、鄧善之（濠江英才）、張永正（聖若瑟六校）。

【二��】（6人）
張靜怡（鄭觀應學校）、黃煒軒（粵華）、賀君潁（培正）、陳紫詠（培正）、陳穎瑤（聖若瑟六校）、葉泓謙（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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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師教育論壇
探新媒體教學發展趨勢

本刊通訊員

▲ 主禮嘉賓主持啟動儀式

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 2022 年 5 月 14

日舉辦 “澳門青年教師教育論壇”，有講者呼籲

因時建立新媒體教學的教師隊伍 ；認為在新時

代背景下，創新賦能的混合式教學必定是未來

教育 “新常態”，當中關鍵問題是如何看新的

技術革命與教育變革的關係，及如何有效利用

新媒體技術改造傳統教育。亦有講者指在疫情

下，不少學校採取線上教學方式，但線上授課

學生注意力容易分散，建議教師在課堂前瞭解

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制訂針對性教學計劃引起

學生的注意力。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副局長黃嘉祺，中聯辦

教育與青年工作部副部長苟人民，澳門基金會

行政委員會委會區榮智，澳門理工大學校長嚴

肇基，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劉美鳳教

授，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理事長黃彪理，澳門

公職教育協會理事長香梅，澳門中華教育會會

長陳虹、理事長鄭洪光以及澳門中華教育會青

年協會會長馬耀鋒、理事長張鼎宏主禮。儀式

後，嚴肇基和劉美鳳教授作專題演講，分享疫

情下學校運用新媒體教學的特點和課程發展的

變化。下午進行 “青年教師圓桌論壇”，各小組

分別以中學教育、小學教育、幼稚園教育、政

策法規、智慧校園建設、新媒體與教學 6 個主

題深度交流討論。活動超過 200 名本澳學校校

長、青年團體代表及青年教師出席。

論壇上，澳門理工大學校長嚴肇基以《推

動新媒體教研創新斌能教育 “新常態”》為題

發表演講，並就新媒體教育的發展、新媒體教

學延伸的表現、後疫情時代澳門理工大學新

媒體教學建設、澳門理工大學新媒體教研創新

及新媒體教育的未來展望等和與會者探討。他

▲ 嘉賓與出席活動的教師合影留念

▲ 嚴肇基校長

▲ 劉美鳳教授

稱，理工大學作為公立高等院校，在重視教學

學術發展的同時，致力推進智慧校園建設，把

教學、科研、校務管理、資訊系統等進行電子

化、信息化有機結合，從而實現智慧化管理，

促進教學發展，並為學生提供優質服務。疫情

爆發後，大學通過調整及整合打造了 1 個多功

能的電子教學平台，融合教材管理及分享、視

像會議、線上評測及統計分析等多種新媒介的

應用。

他並認為學校除打造與時俱進的新媒體教

學雲計算平台，內在系統安全也至關重要，因

時建立新媒體教學的教師隊伍，且老師需要在

觀念上不斷改變、持續的培訓支持，以及制訂

校級的電子教學發展規劃，而開展年度電子教

學成果檢視及跟進的工作尤為重要，這也是對

完善新媒體教學的素質保證。

嚴 肇 基 進 一 步 指， 在 新 時 代 背 景 下， 創

新賦能的混合式教學必定是未來教育的 “新常

態”，而新媒體教育的本質是教育，當中關鍵問

題是如何看新的技術革命與教育變革的關係，

及如何有效利用新媒體技術改造傳統教育，以

更好地應對疫情這樣突發的情況和未來發生的

變化。因此，我們要充分把握新媒體技術對教

育的變革性影響，推動教育觀念更新，相信在

不久將來見到教育創新。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劉美鳳教授則

圍繞 “富媒體時代教育發展趨勢、新媒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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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角色改變” 等議題分享經驗。她指，現

時內地各院校特別強調資訊技術在教育當中的

應用，如利用資訊技術改變教學模式，讓學生

作為主體，培養學生在二十一世紀的核心素

養，包括合作精神、自主學習能力等，同時利

用技術可為每名學生提供不同的教學步調，最

主要讓學生得到全面的個性化發展，提升整個

教學品質。

她又指，疫情影響下，不少學校暫停實體

授課，採取線上教學方式，並認為在線上上課

學生注意力容易分散，建議教師要在課堂前瞭

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在課堂上制訂有關針對性

教學以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尤其激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引發興趣，並在課後進行有需要的補

課措施。

堅守教書育人初心  提升自我專業水平

馬耀鋒致辭時表示，今年是中國共青團成

立 100 周 年 和 五 四 運 動 103 周 年， 勉 勵 新 時

代的青年教育工作者，要堅守我們教書育人的

初心，不斷提升自我專業水平，並以更深厚的

情懷、更高尚的素養和更創新的思維做好立德

樹人的工作。教育會青協一直關注青年教師的

專業成長，為青年教師提供優質的交流平台，

開展有益於青年教師發展的活動。澳門青年教

師教育論壇亦是教育會青協舉辦的品牌活動之

一，疫情對全球的影響持續，線上教學發展迅

速，舉辦論壇讓教育界及前線教師深入探討交

流，集思廣益，發揮青年教師的力量，為澳門

教育持續發展貢獻智慧。

澳實現教育公平 育青少家國情懷  

黃嘉祺致辭時稱，教育沒有固定不變的模

式，需要與時並進，在時代發展的洪流中，教

青局與教育界積極迎接各種機遇和挑戰。按照

國家的規劃部署，澳門以 “一個中心、 一個平

台、一個基地” 為整體發展的方向，透過特區

政府的持續性投入資源，本澳的教育情況已趨

向實現教育公平。教青局將致力推動 “智慧教

育”，優化教學質素，並掌握國家和全球化發展

的趨勢，將培養青少年愛國愛澳和提升家國情

懷作為工作的重要目標，繼續與教育界保持良

好溝通，合力應對各項困難和挑戰，支持學校

培育學生全面發展的工作。（致辭全文見第 23

頁）

是次活動得到澳門基金會贊助部分活動經

費，澳門科學館借出活動場地，澳門中華教育

會教育科學研究小組擔任支持單位。

▲ 教師們在圓桌論壇積極討論

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澳門青年教師教育
論壇——後疫情時代新媒體教學發展新趨勢致辭稿

黃嘉祺副局長（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尊敬的中聯辦教育與青年工作部苟人民副部

長，

澳門中華教育會陳虹會長、鄭洪光理事長，

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馬耀鋒會長、張鼎宏

理事長，

各位嘉賓、各位教育界同工︰

早上好 ! 非常榮幸出席由澳門中華教育會

青年協會舉辦的教育論壇，首先，謹代表教育

及青年發展局感謝本澳青年教育工作者近兩年

在疫情影響下，仍然緊守工作崗位，積極回應

教育需求的改變，努力尋求改革發展的方向。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下，有賴學校負責

人、教職員工共同努力，配合疫情防控，做了

大量工作，嚴格把關，積極配合特區政府的多

項防疫措施和指引，包括參與全民核檢義務工

作、組織師生新冠疫苗接種、制定學生在家學

習方案等，學校和教職員一邊手抓教育工作、

一邊手抓校園防疫措施，在大家的共同協作

下，令本澳疫情風險減至最低，學校的日常運

作及教學安排沒有出現太大的影響，學生得以

正常學習。當中學校在推動新冠疫苗接種的工

作上不遺餘力，迅速推動和組織學生、家長和

教職員參與，現時高等院校學生和教職員接種

率已超過九成 (93.6%)，中小幼學校教職員超過

九成 (91%)，3 歲至 11 歲學生接近八成 (77%)，

12 歲至 19 歲學生超過八成 (86%)，共同守護校

園，保障師生的健康，在此，我謹代表教育及

青年發展局對各位教育同工的辛勞付出，致以

衷心的謝意。

隨着資訊科技的不斷發展，新媒體成為當

今社會資訊傳播的主要平台，因應新冠疫情的

影響，加速推動了線上教育的進程，促進了智

慧教育的發展。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

計，為了讓學生在停課期間保持學習的需要，

全球超過 90% 國家和地區均採取不同程度和形

式的線上學習模式。

全球教與學的方式迅速改變，我們面對前

所未見的教育挑戰，而教育發展的關鍵在於教

師的專業成長，是次教育論壇將有助教育界同

工瞭解在新媒體創設的環境中，教師如何建

立線上和線下雙軌的教學模式，透過運用互聯

網、雲計算和大數據等，創造高效的智慧教學

模式 ；並以和學生一對一、一對多或多對多的

交流、討論及探究活動，共同完成知識的傳授

和學習，推進教育走向更現代化的革新方向。

因應疫情常態化的發展，教青局與學校將

繼續保持緊密溝通和合作，以學生和教職員的

健康和安全為首要考慮，支援學校作好各種預

案的準備。目前，本澳所有學校已制定了在停

課時為學生開展在家學習的方案，學校按校本

實際情況和因應學生在家學習的條件、不同教

育階段學生的學習能力等，在停課期間，為學

▲ 黃嘉祺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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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排適切的學習任務。教青局亦為學校、家

長及學生提供 “智慧校園服務”，提供家校通訊

平台和網上教學功能，並推出訂閱功能，為日

後提供個性化服務建立基礎。此外，教青局亦

構建了 “課程與教學資源” 網站，涵蓋了各教

育階段的不同學習領域和科目的共享資源，包

括本澳及其他地區的優質教學短片、教材、教

案及其他學習工具等，供教學人員參考使用，

支援學校開展網上教學工作。

教育沒有固定不變的模式，我們需要與時

並進，在時代發展的洪流中，教青局與各位教

育界同工積極迎接各種機遇和挑戰。按照國家

的規劃部署，澳門以 “一個中心、一個平台、

一個基地” 為整體發展的方向，透過特區政府

的持續性投入資源，本澳的教育情況已趨向實

現教育公平。在 2021 年公佈的《非高等教育中

長期規劃 (2021-2030)》中，特區政府提出四個

重要發展方向，包括︰培養家國情懷與國際視

野、發展學生軟實力、提升幸福感、加強創意

與科技教育。教青局將致力推動 “智慧教育”，

優化教學質素，並掌握國家和全球化發展的趨

勢，將培養青少年愛國愛澳和提升家國情懷作

為工作的重要目標，繼續與教育界保持良好溝

通，合力應對各項困難和挑戰，支持學校培育

學生全人發展的工作。

最後，本人代表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祝賀是

次教育論壇圓滿成功，並祝願在座各位身體健

康、家庭幸福！多謝！

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 2022 年 5 月 14 日

舉辦 “澳門青年教師教育論壇”，有講者呼籲因

時建立新媒體教學的教師隊伍 ；認為在新時代

背景下，創新賦能的混合式教學必定是未來教育

“新常態”，當中關鍵問題是如何看新的技術革

命與教育變革的關係，及如何有效利用新媒體技

術改造傳統教育。亦有講者指在疫情下，不少

學校採取線上教學方式，但線上授課學生注意力

容易分散，建議教師在課堂前瞭解學生的學習成

效，並制訂針對性教學計劃引起學生的注意力。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副局長黃嘉祺，中聯辦

教育與青年工作部副部長苟人民，澳門基金會

行政委員會委會區榮智，澳門理工大學校長嚴

肇基，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劉美鳳教

授，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理事長黃彪理，澳門

公職教育協會理事長香梅，澳門中華教育會會

長陳虹、理事長鄭洪光以及澳門中華教育會青

年協會會長馬耀鋒、理事長張鼎宏主禮。儀式

後，嚴肇基和劉美鳳教授作專題演講，分享疫

情下學校運用新媒體教學的特點和課程發展的

變化。下午進行 “青年教師圓桌論壇”，各小組

分別以中學教育、小學教育、幼稚園教育、政

策法規、智慧校園建設、新媒體與教學 6 個主

題深度交流討論。活動超過 200 名本澳學校校

長、青年團體代表及青年教師出席。

論壇上，澳門理工大學校長嚴肇基以《推

動新媒體教研創新斌能教育 “新常態”》為題發

表演講，並就新媒體教育的發展、新媒體教學

延伸的表現、後疫情時代澳門理工大學新媒體

教學建設、澳門理工大學新媒體教研創新及新

媒體教育的未來展望等和與會者探討。他

段清

疫情下小學語文教學的變革與實踐

疫情至今已有兩年多的時間，全球各地均

受影響，莘莘學子在學習的道路上亦變化不定。

在停課期間，學生需要透過遙距的方式學習，對

於其掌握的知識及心理健康是教師最受關注的重

要議題之一。有見及此，班主任在課後應如何

“做” 才能跟進、支援學生的需要呢？筆者將分

享以下兩點。

一、新增學生為 “微信好友”

    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在社交媒體 “微

信” 上設立 “班群” 非常重要，它能令你與學生

建立關係。但要知道，或許 “班群” 內的成員不

會只有班主任，還有各學科的老師及家長等。所

以，作為班主任的大家，不妨可以多開設一個

“專屬班主任” 的班群，成員只有班主任及班內

的學生，在群組管理上亦需要 “開啟” 群組邀請

確認以及僅群組建立者或管理員可修改群組名

稱，以防止學生任意修改群組名稱及其他陌生人

輕易進入此群組。以上此舉可以令你與班內學生

的關係 “升溫”，讓學生能感受班主任對大家的重

視。因每個人的性格相異，群組內的學生可分為

這幾類 ：有些在群組內回覆率高，較為活躍 ；有

些較為內斂，不敢發言，有些 “只看不回” 等，

為了提高學生對此班的歸屬感，班主任可以新增

每一學生為 “微信好友”。此舉屬第一步，第二步

就需要等待學生的確認。確認成功後，證明學生

對你也不反感，你們便可以慢慢瞭解及交流了。

二、運用學校的平台 Microsoft Teams

    教師在學校平台 Microsoft Teams 上傳資料時猶

如雲端儲存空間，各班的每個學生在這個軟體上

都有學校開設的不同學科團隊，只要各學科的教

師把教學資料上傳至該班該學科的團隊，學生便

能到此隨即下載教學內容。而且，Microsoft Teams

集聊天、視訊會議、交收作業、文件儲存以及

Office 365 等功能於一身。可謂教師在停課期間與

學生分享教學內容的最佳選擇。

疫情無情，但人間有情。在停課期間，學

生在學習、行為、情緒上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困

惑。此時，班主任的角色尤其重要，需特別注

意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是上網課時，班主任需

留意所有學生的臉部表情，正所謂 “觀其色而知

其心事” ；第二是學生是否按時遞交線上作業。

如以上兩者中，學生亦有異常的表現，班主任

便要多加關注及跟進。此外，班主任可適時向

班內的所有學生在線上開設 “關懷課”，主要讓

學生分享自身的日常的生活。學生能有一個交

流及溝通的平台，能令他們的成就感及存在感

得到滿足，亦能拉近班主任與學生的關係。最

後，班主任可多在微信班群分享一些正能量的

海報及語句，增強學生的正向價值及思維。例

如澳門明愛出品的正能量語句 “陰天、雨天、總

有晴天 ；失望、絕望、總有希望。”

郭明俊

(疫情時代)
中學教育的班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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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高校文化建設探討：
以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為例

湯麗娟  尹一橋

國務院於 2015 年頒布《統籌推進世界一

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1]，黨的

十九大提出加快 “雙一流” 建設，為貫徹落

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加快 “雙一流” 建設，

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制定

《關於高等學校加快 “雙一流” 建設的指導

意見》（下簡稱《意見》）[2]。《意見》明確傳

承創新優秀文化的總體要求，提出加強大學

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 [2]。

高校文化是一所高校在長期發展過程中

形成的歷史沉積、精神、傳統、作風和理想

追求的綜合體現 [3-4]。高校文化具有重要的育

人功能，為引領推動高等教育和高校發展進

步指明方向，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不可少

的重要條件。我國高校文化建設經歷了 “高

校文化概念的提出”、“高校文化基本理論研

究”、“高校文化深層價值探討” 和 “高校文

化建設的多維探究” 階段 [5]，高校師生已認

識到高校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並對高校文化

有一定的瞭解和認識，然而在高校文化建設

的過程中依然存在缺乏特色和創新、重視環

境和制度建設而忽略精神文化蘊含、缺乏系

統規劃 [3-4,6-8]。

澳 門 鏡 湖 護 理 學 院（ 下 簡 稱 學 院 ） 於

1923 年創立，歷史悠久，澳門超過七成的護

士畢業於學院，因此學院的學校文化對澳門

護理質量乃至全澳市民健康影響重大。本文

梳理學院的高校文化，整理、分析學院高校

文化的構建。

1 高校文化的組成

高 校 文 化 建 設 以 價 值、 規 則、 意 義、

語 言、 期 望 入 手， 以 群 體 認 可 的 假 設 來 統

領 [7]，高校文化包含 6 個要素 ：願景和價值

觀 ；文物、建築和慣例 ；歷史 ；故事 ；儀

式 ； 典 禮 和 傳 統， 其 中 願 景 和 價 值 觀 是 高

校的靈魂 [9]。中國高校文化建設應當具有鮮

明的中國特色，在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

的 基 礎 上， 秉 持 揚 弃 並 理 智 批 判 與 合 理 保

留，結合地域文化並與産業相結合，形成本

土化創新的高校文化 [3,8,10-13]。高校文化包括

精神文化（由價值觀念、理想信念、傳統風

氣、道德規範等構成）、制度文化（由組織

架構、制度規範等組成）、環境文化（由校

園環境、物理設施、人際關係等築建），三

者以精神文化為核心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影

響、共同完善 [3]。

2 精神文化的創造

高 校 文 化 需 傳 承 與 創 新， 學 院 的 理 念

是 “從人到仁”。學院理念機構以 “N” 字表

達，“N” 代表 Nursing——來自西方的一門科

學，“N” 由互成倒影的正立和倒立的 “人”

構成，分別代表健康和患病的人，寓意疾病

和健康是一個連續動態的過程。兩個人亦代

表人與人、人與護士、護士與護士、護士與

患者、護士與社會環境互動而産生的護理照

顧。兩個人構成了 “仁” 字，象徵護理以人為

中心，顯示護理的 “仁” [14-15]。“N” 的形狀是

斜的，表示護理不是一成不變。

“N” 代 表 Nursing，“ 人 ” 表 示 各 種 關

係， 顯 示 護 理 人 員 需 面 對 不 同 的 人、 事、

物，執行業務的照顧範圍廣泛，需要專業評

估及提供病人身、心、社、靈等照護需求。

斜體的 “N” 要求學院師生用發展的觀點看

問題，不斷努力地發展專業知識、技能和態

度，以適應個人、家庭、社會與環境變遷的

變化，不斷發展自己的專業，提升自我。

“仁” 是孔子哲學思想的核心，“愛人”

是其基本含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和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是其基本

準則，“能近取譬” 是實踐 “仁” 的根本方法
[16]。孔子 “仁” 的哲學思想是中國傳統智慧結

晶，對當代的中國教育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影響着護理教育及護理實踐全過程 [15-16]。學

院 “從人到仁” 的理念融合儒家思想與護理

專業學科特點，承認健康與疾病是動態的，

遵循以人為本的護理，重視社會環境，適應

生物 - 心理 - 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

3 制度文化的建立

3.1 教學

學院以學生為中心，配合 “從人到仁”

的理念，設立 “育仁中心” 專責學生工作，

以 培 養 學 生 成 為 品 格 與 才 能 並 重 的 專 業 人

才。學院課程結構強調從健康到疾病再到健

康，從個人、家庭到社區，體現全人護理，

課程設置圍繞課程結構，從淺到深，從理論

到實踐。科目設置按照生命周期，從健康到

疾病再到健康的動態過程，貫穿以人為中心

的教育思想。課程負責人根據本地區年輕人

的學習特點與需要，適時對課程作出調整。

課程教學形式多元，包括講授、研討、

導 修、 網 上 學 習、 實 驗 室、 仿 真 教 學 和 臨

床實習。臨床學習是最體現 “仁” 教育的場

所， 為 使 學 生 能 面 對 臨 床 的 臨 終 病 人 和 死

亡， 學 院 開 設 生 死 教 育、 善 終 / 紓 緩 照 護

科目。臨床學習設計從少到多、從簡單到複

雜，學院老師和臨床護士共同教導學生，使

學生在臨床上從依靠到獨立。學院為學生設

有 合 約 學 習、 輔 導 學 習、 心 理 輔 導， 為 學

生提供學習、情緒、生涯規劃等的協助與支

持。

3.2 學生管理

學院對學生的管理以學生為中心，注重

學生 “仁” 的實踐。學院每學年對每個學生

進行操行評定，評核學生在學習期間待人處

事 的 表 現、 服 務 精 神、 出 勤 情 况、 服 務 對

象的表揚、代表學校或本地區爭取名譽等方

面，對於學業品行表現優秀者，學院發出嘉

許信，對於品行表現不理想的學生發出勸喻

信。學院為學生設立多項獎學金，超過六成

的獎學金評核條件需操行 B 或以上。

為加強學生 “從人到仁” 的培養目標，

鼓勵每位學生至少加入一個學生團體，參與

社會服務工作。學院注重學生專業與社會發

展，為學生參加交流、研究提供資助，並資

助學生資助籌劃的社會服務活動。學生參與

社會服務工作不以參與次數為鼓勵方向，而

是注重服務過程，要求學生在服務過程貫穿

“仁” 的精神。

3.3 行政

行政的 “從人到仁” 主要體現於以學院

教職員為本，各個委員會均有教師代表和學

生代表於會上反饋意見，根據意見完善規章

制度。學院每年舉辦主題不同的 “退修會”，

教職員可就主題進行討論提出不同意見。學

院年度計劃、新校建設等先收集教職員意見

形成初步框架，使每一位員工都參與計劃，

讓個人、部門及學院計劃能够達到共融、共

識， 讓 個 人 發 展 與 學 院 發 展， 最 大 限 度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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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協調和一致。為新入職的教職員提供導

入課程及個別化培訓計劃，教職員均享有非

學歷（短期課程、學術研討會、臨床學習、

國外進修）、學歷（碩士、博士學位課程修

讀）資助和假期。學院重視教職員工家庭，

教 職 員 工 家 屬 可 免 費 或 優 惠 參 與 學 院 活 動

（聚餐、文化 / 學習交流），對教職員工家

庭紅事和白事均予祝賀 / 慰問金。

4 環境文化的構建

環 境 文 化 的 構 建 包 括 歷 史、 建 築、 文

物、故事和儀式的建設。整理學院創校至今

的歷史，打造 “從人到仁” 的故事，收集相

關文物，以文物呈現歷史故事，並將物融於

建築，成為建築的一部分。有關學院歷史、

文物、故事的展現充分利用學院建築的門、

角、墻，在學院正門樹立 “從人到仁” 和南

丁 格 爾 雕 塑， 在 學 院 演 講 廳 外 建 造 院 史 角

（展示不同時期學院合作 / 友好機構贈送的

紀念品、圖片加少量文字描繪學院的大事記

等），在學院演講廳或其他合適的墻建立展

示 “墻”（展示學院歷史悠久的護士挂畫、

教師研究成果、學生作品等）。“授帽授章”

是學院最重要的儀式，為每名三、四年級學

生授帽、授章，寓意學生將繼承南丁格爾的

無私奉獻精神，延續 “從人到仁” 學院的護

理精神。學院大樓處於醫院內，為師生營造

“從人到仁” 的環境氛圍提供堅實的基礎。

高校文化的建設離不開高校檔案建設，

高校檔案記錄和再現高校各個歷史時期的重

要任務、重大事件等內容，客觀而真實地記

錄高校成長、發展的過程 [17]。高校檔案是高

校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在收集、保存高校

檔案的同時，需對資料進行有目標、有計劃

的篩選、正力、歸納、提煉，為高校文化建

設服務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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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當代澳門中學的
校園文化新生態體系

鄭靖

從人類文化史的進程來看，人類經歷過

原 始 時 代 的 自 然 文 化、 封 建 時 代 的 人 文 文

化，正迎來工業時代的科學文化。科技在帶

來巨大利益與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對自然

的破壞和對人類自身的損害。自然環境的惡

化和精神家園的迷失，促使人與自然及人與

自身的關係邁入新階段。人類開始反思並構

建新的文化生態系統。

傳 統 的 學 校 教 育 同 樣 面 臨 新 時 代 的 挑

戰。科技浪潮衝擊下的澳門中學，該如何面

對來勢洶洶的以抑鬱症為首的精神疾病對青

少年的侵襲，又該如何應對新世紀轉型時期

的升學挑戰、為當代中學生提供適切的生涯

規 劃 輔 導 呢？ 新 時 代 呼 喚 新 的 校 園 文 化 生

態。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一點淺層的

思考。

一、相關概念

1、校園文化
寬泛而言，校園文化是學校在發展過程

中逐步形成的產物，由校園物質文化和精神

文 化 兩 大 方 面 構 成。 物 質 文 化 包 括 基 礎 設

施、校內規劃、建築設計及綠化景觀等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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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環境，精神文化則包括制度文化、行為

文化等方面，涵蓋了學校在發展過程中逐漸

形成的獨特的规章制度、價值取向、道德標

準、思維模式、行為准则、校風學風等非量

化隱性領域。

2、文化生態學
“生態” 一詞最早源於希臘語 “Oicos”，

有 “住所”、“區位”、“環境” 等多種含義。

文化生態學作為學術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

J.H. 斯圖爾德於 1955 年提出，是 “從人類生

存的整個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的各種因素

交互作用研究文化產生、發展、變異規律的

一種學說”。文化生態學主張從人、自然、社

會、文化的各種變數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

產生、發展的規律，用以尋求不同民族文化

發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

文化生態學理論認為，文化是具有生態

特 徵 的 生 命 體。 由 多 種 文 化 構 成 的 文 化 體

系，在文化與文化之間及文化與系統之間的

多 元 交 流 互 動 中 自 然 地 形 成 了 文 化 生 態 系

統。

文化生態學所提供的方法和視角有以下

四種 ：一是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待某一事物或

某一現象，要結合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來觀

察 分 析 事 物 ； 二 是 事 物 與 環 境 合 為 一 體，

要用一體化的視角去加以對待 ； 三是具體以

文化這一事物來說，其產生、發展規律的尋

找，要從社會、自然、人等各方力量交錯作

用中去入手 ； 四是文化生態學力求使文化系

統達到和諧、均衡，猶如生命體一樣自組織

性地發展。

二、中學校園文化生態建設

中學校園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間的

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構成了校園文化生態系

統。中學校園文化生態系统屬於文化生態子

系統，具有自身的生態特點。文化生態的平

衡是一种動态平衡。維護文化生态平衡有兩

種方式，一是保持原初穩定態，二是在科技

時代的大環境下，人為建立新的平衡，形成

更合理、更高效的功能結構，產生更顯著的

生態效益。中學校園文化生態建設的目的，

就 是 要 通 過 協 調 中 學 校 園 文 化 生 態 系 統 中

的各類文化因子，使它們各得其所，互相配

合，以達到促進中學校園文化生態系統動態

平衡發展、“1+1>2” 的效果。

參照上文所述文化生態學的四種視角，

可以對中學校園文化生態建設這個概念進一

步加以界定，以解決中學校園文化建設過程

中出現的矛盾，促使校園文化以整體動態平

衡的狀態發展。筆者認為，中學校園文化生

態建設的內涵有二 ：首先要考察校園文化生

態體系內部之間的運行與發展，其次要考察

校園文化體系與校園外各種力量之間的作用

與關係，以求達到相對平衡與和諧的狀態。

三、澳門中學的校園文化新生態體系

澳門中學的校園文化具有特定的、多樣

的、各具特色的精神環境和文化氛圍。新時

代的澳門中學校園文化生態建設，背後蘊含

着 以 生 為 本、 教 師 主 導、 注 重 邏 輯 思 維 訓

練、提升學生品德修養、增強文化素質為等

根本要素。因此，當代澳門中學須持續豐富

人文、健康、steam 等新型課程內容，以多

維度、多學科融合的方式推進校園文化新生

態建設，以期構建人與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

和諧相處的新型校園文化。

本文認為，科技時代澳門中學的校園文

化新生態體系應由十個彼此獨立又相互聯繫

的範疇組成。

1、學生升大。中學生升讀中學這一範疇

的工作關乎學校的發展前途，是和學校命運

息息相關的重要範疇。中學應屆畢業生的升

學率、保送率及升讀中學的質量與學校的自

身定位和社會評價直接相關，因而是各間中

學教務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本澳

就業形勢嚴峻，難搵工、薪酬低、專業不對

口等問題較為突出。應屆中學生的升學問題

（包括學業的輔導、政策的瞭解及中學和專

業的選擇）關乎他們未來就業，因此瞭解各

地 高 校、 選 擇 就 讀 專 業、 做 好 生 涯 規 劃 同

時也是應屆高中生及他們的家長最關心的問

題。 

中學生升大關係到家庭的未來和社會的

穩定，不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因此，對該

範疇的建設要持特別傾斜政策。

2、學生社團。學生社團作為中學生自

己的組織，在指導老師的帶領下，從構建宗

旨、組織框架到具體運作，學生可按照自己

的意願和設想去實施，雖然並非完全脫離教

師的掌控和學校的約束，但亦具有較大的自

由度和發揮空間。學生可以在不同類型的社

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鍛煉自己綜合能力

的 同 時， 發 現 自 己 的 長 處、 實 現 自 己 的 價

值，並提升自信心。

這一範疇的價值與意義在於為學生提供

了一個自我實現的新平台。如果說常規課堂

是學生展現能力的第一平台，那麼學生社團

便是學生自我成就的第二平台，或稱 “亞平

台”。作為學業的補充組織，有益於學生其他

方面的能力如社交、合作、溝通、創新、文

藝、表達、管理等能力的發掘和培養，從而

為學校培養適應科技時代的複合型優秀人才

提供有力的支援和保障，增強學校的核心競

爭力。此外，學生社團也是中學生歸屬感的

重要培養基地。

3、學生情感。這是最為鮮活、最具激情

也是最難掌控的校園文化範疇。中學階段是

學生身心發展的迅猛期，生理的早熟和心理

的晚熟成為近年來的新趨勢。早戀、抑鬱、

學業壓力、人際關係（包括師生關係和朋儕

關係）、學校歸屬感等問題均須密切關注，

並 對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針 對 性 的 輔 導 和 幫

助。至於普通學生，則應張馳有度，在規矩

的框框內盡量給予充分的理解和自由，既不

宜高壓管控，也不能任由發展，在 “抓大放

小” 這一原則的基礎上，秉持 “戰略上高度

重視、戰術上靈活多樣” 的策略，給中學生

營造一個寬鬆包容、充滿關愛的校園環境。

近 年 來 中 學 生 壓 力 陡 增， 壓 力 來 源 多

元，由此引發的精神問題和心理問題更是值

得學校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如何引導

學生在中學階段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

態，幫助他們順利愉快地度過青春期並邁向

成年，是中學德育工作的核心部分。

4、師生關係。師生關係是中學校園中

最主要的關係，也是影響當代中學生幸福感

和歸屬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作為學校的活

動主體，教師和學生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矛盾

交錯推動了一所中學的發展，描畫出一間中

學的日常真實圖景。同時，師生群體也是中

學校園文化生態體系中的人的因素，體現了

科技時代的澳門中學 “以人為本” 的價值追

求。其他各大文化範疇的發生及發展都緊緊

地 圍 繞 着 這 兩 者 展 開， 因 此， 師 生 關 係 範

疇是校園文化生態系統內部其他範疇的立足

點，良好的師生關係是其他文化範疇得以繼

續推進、校園文化生態獲得良性循環、學校

得以長遠發展的堅固基石。

5、師資力量。學校教育從根本上說是人

的教育，人的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生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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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因此不能通過現代科技的智慧手段來

獲得終極意義上的完成。教師的言傳身教是

學生發展健全人格的重要條件，師資力量是

培養人才的首要保證。只有配備一支強有力

的師資隊伍，才有可能不負教書育人的偉大

使命，才有可能贏得學生和家長的心，才有

可能最終獲得社會各階層的認可，建立起自

己的社會形象、打造出學校的金漆招牌。

6、課程設置。課程設置是學校特色的

最佳 “解說員”，也是學校核心競爭力的重要

構成。據教青局網站的統計資料，澳門的非

高 等 教 育 領 域 共 有 學 校 77 間， 校 部 120 個

（其中正規教育校部 112 個，回歸教育校部

8 個 ； 以 公 私 校 來 分， 則 公 立 學 校 校 部 16

個，私立學校校部 104 個——這其中包括 10

個屬於非免費教育系統的校部，其餘則為免

費教育）。多元的教育理念和多樣的教育體

制必然導致各校之間迥異的課程設置。一般

而言，澳門中學的課程設置包括常規課程和

餘暇課程。其中，餘暇課程和學生社團有部

分交叉，但分屬各自獨立的兩大範疇。

課程設置直接影響到人才的培養、學科

的打造和學校整體形象的構建。因此，一定

要 改 變 學 非 所 用、 想 學 卻 無 的 課 程 設 置 現

狀，針對學科現狀與學生實際（包括學生的

家庭背景、年齡段特點及家庭社經地位等）

設計適合當下國情並且順應時代潮流的適切

的課程，為培養科技時代的新型優秀人才產

品提供良好的平台、工具、方法和理念。

7、教輔設施。教學輔助設施包括實驗

室、電腦室、音樂室、舞蹈室、圖書館、閱

覽室、體育運動場等，對教學和研究同樣起

着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作為校園文化生態

系統的硬件構成部分，教輔設施為學校的核

心業務服務，是人才培養流程和學校品牌建

設的重大推力。

8、文化活動。中學生課餘的文化活動

猶如飯後的甜點，像煙花一般，雖然不是星

空的主角，卻點亮了中學生青春的夜空，也

把校園文化生態系統中的其他範疇聯繫了起

來。和學生社團一樣，校園文化活動（如慶

回歸匯演、英語日等）的主角也是學生。文

化活動給緊張的學習生活吹來了一縷清風，

維持着校園文化生態的和諧與均衡，同時亦

是建構人文校園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和推動

中學長久發展的重要助力。

9、後勤現狀。學校後勤猶如行軍打仗的

糧草，默默地支持着學校的正常管理和有效

運轉，保障着學校教學秩序的正常運行。澳

門地小人多，澳門的中學普遍存在校舍緊張

的狀況，屬於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型。

這種類型的學校特殊性更多，所面臨及可能

出現的困難也更為複雜，因而對後勤的管理

工作要求更高。做好後勤保障，教學及研究

工作才能正常進行，優秀成果和卓越人才也

才有可能產生，從而保證學校的核心競爭力

和持續發展的活力。

10、形象認知。學校的形象認知包括內

部的自我形象認知和外部的社會形象認知。

其關乎學校的社會聲譽，是上述九大範疇合

力運行的最終結果。校園文化生態和諧均衡

是校園文化與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也

是奠定自身良好社會形象的基礎。學校形象

認知度的高低體現了辦學理念、學校制度、

校園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會認同度，不僅彰

顯了學校的文化特性和辦學優勢，更是學校

形象品牌和良好公共關係的直接反映。

四、結束語

上述十大範疇之間的關係、十大範疇與

校園外部各文化子系統之間的關係以及與文

化生態系統的相互關係形成了當代澳門中學

校園文化生態體系。如何將稳步发展和提高

質量（重點在提高質量）有機结合起來，是

擺在各間中學面前的重大課題。在科技時代

的大背景下，如何紧紧抓住校园文化这个辦

學的灵魂，通過創建和諧的校園文化新生態

體系，無疑是新時期校園文化建設者的重大

責任。

與此同時，也要警惕校園文化新生態建

設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三種現象 ：一是因盲目

追逐潮流而導致的個性缺失 ；二是顯性的物

質文化與隱性的精神文化之間價值重心發生

偏移，出現重物質輕精神的偏差 ；三是澳門

中學現行的制度文化與新時代中學理念因不

適配而產生的錯位現象。

構建新生態校園文化
姚靜萱

《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裡面的 

“文化研究” 條目對 “文化” 有如下的定義 ：

“文化是人們享有自然的方式，包括我們自身的

生命體； 它是共同分享的意義，這種意義是人們在

日常生活中所製定、所遭遇的。文化並不是某種體現

在特定‘文本’中的東西（即商品、物體或任何可以

使其表意的事件）； 它是與‘文本’相關，並從中製

造意義的實踐和過程，而這樣的‘文本’是人們在日

常生活中所要遭遇的。因此，文化是從意義的生產、

傳播和消費中製造出來的。因此，要分享一種文化就

要解釋這個世界，用可以認知的類似方式使其具有意

義。

將文化視為生產可分享的意義的實踐和過程，並

不意味著文化研究就相信文化是和諧、有機的整體。

相反，文化研究堅持認為，使文化得以產出的‘文

本’是‘多聲部的（multi—accentual’Volosinov）。

也就是說，可以使其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表明意義。有

鑑於此，要想使這個世界產生意義——堅持‘正確

的’意義，衝突幾乎不可避免。這種文化與權力之間

的衝突正是文化研究的核心興趣所在。”1

筆者試將上述引文繁瑣的論述进行梳理，

總結如下 ：文化建構在自然之上，來源於人

類日常生活，是一個多聲部的、以生產意義為

目的的碰撞場，並在調停和衝突當中形成一種

相對的、動態的平衡。

校園文化隸屬於廣義文化，是文化的子概

念。文化本身就承載着大量的智育和德育方面

的內容，潤物育人於無形無聲之中，具有滲透

性強、影響持久、直觀全面等特點。所以，重

視校園文化的建設，建立澳門中學校園新生態

環境，對當代澳門中學生的身心健康及全面發

展，尤其是良好生態道德的形成，具有重大的

意義。

一、校園文化的構成要素

1　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第2版）[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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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質要素
校園文化的物質要素包括校舍操場、綠化

園地、建築規劃、格局設計、硬件設施、軟件

配套等一切可視的外在客觀因素，是一間學校

的辦學理念及授課課程能夠得以呈現於客觀世

界中的平台和手段。物質媒介是文化和思想得

以傳播的唯一途徑。創造良好的物質環境，是

學校的重要任務。

創造良好的校園物質環境應遵循以下原

則 ：

第一，要重視整體規劃。學校的整體建築

佈局應經過整體設計，各區域之間應互相聯繫

配合，共同組成和諧統一的校園整體環境，以

便更好地體現學校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思想，打

造良好的靜態校園文化。

第二，要重視動態元素。學校的整體格

局、建築分佈、常規課程及日常教學是固態

的，是校園文化的主要體現 ；而壁報、櫥窗

等則屬於動態元素。為校園文化增加動態元

素，例如通過設置 “主題月”、“學科月” 等校

園活動，為校園增添應景的裝置及設施，不僅

有助於打造生動活潑、主題鮮明的校園環境，

也給教學內容、授課過程及日常的校園生活帶

來動態的、新奇的變化。

第三，要重視傳統及民族文化元素的注

入。澳門是中西文化的交匯之地，“愛國愛

澳” 是澳門各間中學辦學的主旋律。為校園的

物質環境注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元素，在建

築設計規劃和校園生態景觀中呈現中華傳統文

化之美，不僅是美育的需要，更是文化傳承的

需要。

2、理念要素
宏觀角度的學校理念包括辦學的宗旨及辦

學的方式，是規章制度、課程設置和校園管理

的總綱領，為校園日常具體工作提供宏觀層面

的戰略指導。微觀層面的學校理念是宏觀理念

的細化和分化，是執行人員（包括管理行政及

一線老師）在領悟宏觀理念之後在腦中形成的

具體開展校園工作的行動指導。    

學校的理念需要推廣到師生當中，在教學

過程中得以貫徹落實。值得注意的是，學校理

念屬於上層建築，它影響但不能最終決定校園

文化的演化走向 ；只有與基層師生的個體理

念相融合，在分別來自上層和基層的兩種理念

的互相作用下，校園文化才最終得以隨着兩種

理念的不斷交融裂變而發展成型。

3、制度要素
學校制度是全校師生共同遵守的規則，是

學校理念的具體體現，也是校園活動有序開展

的前提和基礎。學校制度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

一、學校制度由人規定，也由人執行，因此

體現了鮮明的人的精神 ；二、學校制度在建

設、完善和執行的過程中，對人起到了約束和

教化的作用，因此具有教育功能 ；三、好的

學校制度可以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得以傳播，在

被模仿和借鑒的過程中，體現出教材的功能。

4、行為要素
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的精神和規範人的行

為。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因

此，如何通過構建校園新生態，營造一個寧靜

舒適而又充滿人文關懷的校園文化環境，使學

生少些博取分數的焦慮和浮躁，多些追求智慧

的淡定和從容，以淡泊理性的姿態升上大學、

走向社會，是當代校園文化生態系統應該追尋

的目標。新生態校園文化的建設需要將行為要

素與上述的物質、理念及制度要素結合起來，

保證內部及外部循環模式的穩固和暢通，以期

形成良好的聯動效應。

二、新生態校園文化構建策略

目前，澳門中學校園校園文化建設存在以

下幾個主要問題 ：一是網路生態失衡。互聯

網的出現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加強了人與人之

間的溝通，也提高了課堂效率和教師的工作效

率，為校園文化建設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流手段

和更豐富的資訊存儲，但也相應地產生了學生

從網上抄襲功課、實施網絡欺凌、在校期間違

規使用手機等問題，網絡陷阱及網絡詐騙更是

當代中學生乃至教師都需要面對的嚴峻考驗。

二是生態教育欠缺。澳門中學的校區普遍佔

地面積小，存在校舍不足、綠化更為不足的情

況，導致大部分澳門中學難以在校園文化建設

中加強對中學生的生態教育，因而出現生態教

育的缺位的現象。三是部分師德缺位。教育是

一塊淨土，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研究精神淡

漠、教師行為失範和社會責任感缺失等令人遺

憾的現象。以上現象雖不常見，但亦足以引起

教育界的警惕和重視。

為了構建起新生態文化體系，澳門中學校

園不僅需要着眼于外部環境建設，更應着力於

內在系統的完善。筆者試從以下四個方面提出

初步的構想 ： 

1、建設綠色校園
綠色應是新生態校園的基礎色調。新生態

校園文化理念之下的校園，雖然未必要如植物

園那般滿眼青翠、遍地生機，但也應是四季常

青、三季有花、恬靜雅致的新生態校園。這樣

的綠色校園，不僅可以讓師生在課餘可以放鬆

一下緊張的神經，感受大自然的氣息，同時亦

可以給學生以形象生動的美的教育。自然優美

的校園環境不僅會使學生產生愛校之心，亦會

使學生產生愛護環境之心，激發他們關注保護

生態環境的活力和動力。

當然，綠色校園還指向乾淨整潔的校園環

境、錯落有致的校舍規劃、和諧統一的色彩搭

配等。新生態校園文化的建設需要注重校園整

體風貌的協同性和內在氣質的統一性。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生態化和生態文明

的相關概念已經納入了國家發展戰略體系，進

入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中學校園文化建設也應引入新生態的概念，

在校園中普及生態知識，用綠色教育思想培

養人，用綠色校園示範薰陶人，倡導生態文明

的生活方式，以期生態文明的意識深入師生當

中，將學生培養成為具有新的文明形態的人，

使他們畢業後成為一顆顆綠色的種子，播撒向

社會的各行各業，成為澳門乃至我國環境保

護、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力量。

2、建設智慧校園
科技時代的來臨將全球都裹挾進高速發展

的快車道，新知識不斷出現，信息傳播的速度

不斷加快，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競爭日益加

劇，個體所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只有跟上

科技時代的步伐，加快建設智慧校園，設計適

切的科學課程，將科學精神普及開來，才能提

升學生的科學素養，為適應未來社會的競爭作

充分的準備。

由於網路具有國際性、開放性、自由性、

交互性、無政府性等特質，中學校園在網路文

化生態建設方面因缺乏經驗、不夠重視等原因

而存在滯後性。因此，建設智慧校園，不僅僅

要從硬體和課程上投入資源，更應針對中學生

的網絡行為，推出相關政策進行約束，並舉辦

講座，向對於有害網絡資訊尚缺乏明晰分辨力

的中學生講解種種網絡陷阱，讓學生學會在網

絡世界中保護自己的同時，亦明白在網上對他

人進行欺淩、詆毀、誹謗乃至詐騙等行為的嚴

重後果。

只有對中學生進行正確引導和有效監管，

才能使各種負面網絡資訊失去生存土壤，從而

建設起真正的 “智慧” 校園。

3、建設人文校園
中華民族正處於一個即將復興的偉大時

代，弘揚傳統文化是這一時代的偉大命題，也

是澳門教育的神聖使命，是澳門各中學責無旁

貸的重任。建設書香校園，弘揚傳統文化是建

設人文校園的核心要義。

當代澳門中學生出生於 “互聯網 +” 時

代，伴隨他們成長的是電子產品。科技浪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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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給全球帶來了深刻的社會革命，科學理性

深入人心，人文精神的退化乃至萎縮成為了當

代澳門中學校園的一大危機和挑戰。中國科學

院《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中對這一現象有深

刻的論述 ：“科學技術在為人類創造巨大物質

和精神財富的同時，也可能給社會帶來負面影

響，並挑戰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社會倫理。”

因此，當下的中學校園呼喚人文精神的回歸，

以人文精神滋養學生的心靈，建設人文氣息濃

厚的中學校園。 

首先，可以開展优秀传统文化相關的餘暇

課程。如剪紙、扎染、書法、國畫、中樂等均

可以作為一門課程供學生學習。其次，重視在

常規課程中的優秀傳統文化思想的滲透。再

次，圖書館可以配備相關的圖書資料，積極組

織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學習活動，如讀書會、

圖書展覽等。此外，學校還可以通過舉辦朗誦

比賽、演講比賽、漢服走秀、中華文化日等

校內比賽和活動等多種多樣的方式来全面推進

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加深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

趣，使學生能夠通過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不

斷地豐富個人的精神世界，抵抗物慾橫流的世

界的侵襲。

需要注意的是，澳門中學校園在弘揚傳統

文化的同時，亦不應排斥優秀的外來文化。

澳門自 16 世紀以來就成為了東西方互看的窗

口，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華洋雜處的狀況已

連續了四個多世紀，形成了和諧共處、包容開

放的社會文化心態。因此，身處在猶如一間世

界博物館的小城中學，應該好好利用這得天獨

厚的環境優勢，以和平謙虛的心態吸收一切優

秀的文化，以廣闊的胸襟，建設富有深厚的人

文關懷意識的青春校園。

4、建設道德校園
2018 年 5 月 2 日，習總書記曾在與北京

大學師生座談時指出 ：“要把立德樹人的成效

作為檢驗學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真正做

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斷提高學生思想水

平、政治覺悟、道德品質、文化素養，做到明

大德、守公德、嚴私德。” 把立德樹人作為檢

驗學校工作的根本標準，同樣適用於澳門中

學。筆者以為，欲構建新生態校園文化，應以

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着力建設道德校

園。

建設道德校園，需要全體師生立足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秉持共同的道德理念，不僅要重

視課堂教學內容的豐富，也應注意理論教育方

式的創新，做到學以致用，化為日常，人人講

道德，人人有美德，最終在校園內形成濃厚的

道德氛圍，擴撒開來，傳承下去。

三、結束語

學校是人的一生夢想開啟的地方。陶行知

曾說 ：學校作為學生文化的旅館，只能暫住

而不能久留。儘管只是人生的第一章，但校園

文化對人的薰陶，卻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教育都

代替不了的。

構建新生態校園文化，是當前澳門中學教

育所面臨的新課題，也是對學校管理者和一線

教師社會責任感的歷史考驗。在科技時代的大

背景下，欲構建新生態中學校園文化體系，學

校需要對生態文化建設的四大構成要素（物質

要素、理念要素、制度要素及行為要素）進行

深入剖析，將其充分有機地聯合起來，並逐步

與各學科的教學內容建立相融性，從而做到在

教學課程中滲透校園文化精神，使校園文化

建設成為校園整體的一部分。同時，亦須重視

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發揮中

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應有功能。只有真正將

漢民族文化精神溶進學生的心靈，才能全面提

升學生的綜合素養，培育出德才兼備的優秀人

才，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模型思想下小學數學課堂學習活動的建
構與實施 

吳海燕

摘� :
聚焦核心素養的學生培養目標，教師對於學習過程和學習活動的認識愈發深入。但在課堂教學中不適宜

的學習活動無法支持學生有效學習，繁多且碎片化的教學案例也難以支撐教師掌握課堂學習活動的設計。故

幫助教師學會設計課堂學習活動是課堂教學有效推進的保障，是學生有效學習的保障。本研究藉模型思想解

決小學數學課堂學習活動的設計問題，對小學數學學習內容進行全面梳理，重組知識結構，找出與學習內容

相適宜的主要學習活動，搭建認知路徑，建構了四種模組化的學習方式。以支援教師對教學內容的深入理解

和再認識，支援學生數學學科素養的培養與形成。

關鍵字 :模型思想  知識結構  學習活動  學習方式

一� 　研��景�當下問題
隨着科技的發展，育人的理念也在不斷地改進，使得課堂上學生的學習過程越來越備受關注。因此，

課堂學習活動的設計成為了教師課堂教學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從國家的《教學大綱》到《新課程標準》，從

雙基目標到三維目標，從三維目標到核心素養目標。一次次變革，使指向知識技能的獲得走向了 “育人” 的

教育。[5] 學習的過程也隨之發生着改變，從只關注結果到同時關注過程，重視過程中數學核心素養的形成。

2016 年《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的發佈讓教育者對過程目標的意義形成了更加穩定的認識，一線工作的小

學數學教師們在深入的課堂實踐中，大多摒棄了簡單告知機械灌輸的講授方式，為推進核心素養目標的落實

在數學學習活動的設計和實踐方面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

重視學習過程聚焦學習活動在教學實踐中被廣大教師所接受。理論上看，可以找到很多有力的支撐。例

如美國教育心理學家、認知心理學家傑羅姆 . 布魯納在《教育過程》中談到 ：“學生不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

而是積極的資訊加工者，教學是要幫助或形成學生智慧或認知的生長。” “教育工作者的任務是要把知識轉換

成一種適應正在發展著的學生的形式，提倡發現學習，強調學習的過程。” [5] 在實踐層面，由於科學技術和多

媒體的快速發展，要找到某一課的教學案例、教學視頻等資源，網路上輕易就可獲得幾十份以至百餘份，圖

書市場亦可以找到很多由不同作者所編著的教案集錦，可謂是理論與實踐的資源無比豐富。但是在課堂實踐

中的情況卻不盡人意，有兩種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其一，變換方式的 “新式” 講授灌輸。課堂上的表現是教

師曾經一人的講授變成師生互動的 “雙簧表演”，通過教師設計的一系列收斂問題把數學的結論，在師生配合

問答的淺層互動中告知其他的學生。表面上看是有學生參與的學習活動，實際上是教師借助問題先挑選知道

結論的學生，然後借由此學生之口告之其他的學生，本質上依然是簡單的講授與告知，只形式上從 “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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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了 “群口” 而已。其二，是缺少思維捲入的無意義活動在課堂上的蔓延。其特點是學生沒有自己解決問

題的需求，操作是依教師指令而為之，為了操作而操作，呈現出操作無目標的狀態。此種無效的學習活動在

課堂上也是屢見不鮮，既浪費學生寶貴的學習時間，更徒增學生對數學學習的無聊情緒。

理念的更替及豐富的案例資源還沒能幫助教師實現理念與實踐的有效銜接。教師們認識了學習過程的重

要性，知曉了學習活動的必要性，但不清晰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活動，什麼時候該合作交流，什麼時候要獨立

思考，什麼時候需要操作，什麼時候需要想像等，教育理論與教學實踐難以同步。故在理念認同的情況下，

出現了活動表層模仿現象，致使有活動無實效情形的出現。因此，不會自主設計有效的學習活動是當下教師

課堂教學中的一大問題。

二� 　文��討�問題思考
《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綱要》[5] 一書中談到 ：規律是事物內部普遍的、穩定的、重複出現的本質關係或本

質之間的關係。自然界的規律是客觀的，社會規律也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思維規律是事物的客觀規

律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它的內容是客觀的 ；而且對於探索和認識這種思維規律的主體而言，思維規律也是

作為思維客體而存在的，也是不以具體的認識主體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對事物的認識，特別是對複雜事物的

認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經過多次反復的、積極的、能動的反映過程。

曾小平在《小學數學課程與教學論》[5] 一書中談到概念形成是指從大量同類物件或者事實出發，發現共

性、抽象概括，歸納得到本質屬性 ；概念同化是指用定義的方式直接向學習者呈現一類事物的關鍵特徵，學

習者利用認知結構中原有的概念理解新概念，再經過對比、分析、推理等方法，辨析新概念與原有概念的異

同，從而掌握新概念。人們掌握客觀規律一般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歸納推理，即先觀察若干實例，然後抽象

概括出一般結論，進而獲得規律 ；另一種是演繹推理模式，即先呈現規律，然後給出若干實例來驗證或說明

規律，以加深對規律的理解。前一種對應的是發現學習，後一種對應的是接受學習。

郜舒竹教授在《小學數學這樣教》[5] 一書中，關於知識屬性和學習活動有如下陳述。“發現” 的知識和 “發

明” 的知識屬性不同，學習方式也就有了差異。“發現” 的過程核心環節是 “觀察與比較”，發明的過程重在

“需求與創造”。針對不同屬性的知識，備課中應要思考如何為學生設計學習任務和學習活動。

在劉壽祺所著的《教育學》[5] 中談到，課的類型有綜合課、新授課、複習課、練習課、作業分析課、檢查

課。新授課的主要任務就是一堂課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講授新教材。講授法是教師用語言系統連貫地向學生傳

授知識的方法。這種方法是使學生獲得系統的科學知識的最主要的方法。它的優點在於能夠充分發揮教師的主

導作用，能夠使教師在學生原有的知識的基礎上系統連貫地向學生傳授新知識 ；能夠使學生在較短的時間內

獲得較多的間接經驗。

在萬方資料平台以 “小學數學學習活動” 為關鍵字進行搜索，共檢索出學術期刊論文 5742 篇。在檢索的

期刊中基本聚焦在對學習活動方式的基本描述上，如合作交流、自主探究等，沒有搜索到針對哪一個學習內容

採取哪一種活動的相關內容。搜索關鍵字 “數學模型思想”，共檢索出 132598 條結果，建模的研究多集中在中

學數學及大學數學領域，而關於小學數學建模的內容多集中在應用題的題型以及一些固有數量關係的認識上。

對建模思想的重要性都有涉及，但沒有運用模型思想解決教學問題的資源。

從文獻可知，講授法多年來佔據課堂教學主陣地，講授法陪伴着當下大多數教師的學習成長，致使這一方

法根深蒂固地紮根在教師心裡。數學教學內容有類別和規律的存在，對於大的類別有經驗可借鑒，但是關於每

一個內容是什麼類別還沒具體歸類 ；關於模型思想的素材很多，但是缺少應用模型思想解決繁雜教學問題的

研究 ；主要學習活動有基本方向，但活動展開缺少具體流程和基本框架，難以支持教師開展課堂教學實踐。

模型思想作為十大核心思想之一，在解決問題上有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培養學生

的模型思想不僅是會解決現有模型下的數學問題，更重要的是形成用模型思想解決一切問題的意識和能力。那

麼，問題來了，要培養學生的模型思想教師自己有沒有模型思想呢？能不能用模型思想解決自己教學中的真實

問題呢？

因此，用模型思想建構小學數學課堂中主要的學習活動，搭建起理念和實踐之間的橋樑，找到與學習內容

相宜的主要學習活動，可以輔助教師順利開展課堂實踐，支持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

三�　研�的�容�意義
研究內容覆蓋義務教育階段小學數學教學的所有內容，以人教版教材為研究的主要素材，對小學數學 1-6

年級涉及的學習內容的主要學習活動進行研究與整理。

1. 理論意義

理論的 “抽象” 與實踐的 “具體” 之間的矛盾，理論邏輯的 “靜態” 與實踐邏輯的 “動態” 之間的矛盾都

是造成理論與實踐割裂的主要問題。[5] 在教學實踐中，教師帶著對教育理論的理解與認識，關注學生獲取數學

事實的過程，力求支持學生在學習活動中對數學知識進行自主建構。但常常難以彌合理論與實踐的矛盾，致

使理論難以在實踐中落實，有活動無實效的學習活動在課堂上廣泛存在。教學上也存在停留于對現實的 “批

判”，缺少 “改變現實” 的實踐行為 ；停留於 “是什麼” 和 “為什麼” 的思考，缺少 “怎麼辦” 的探索。[5] 開展

小學數學課堂主要學習活動的研究，可以搭建起數學理論與課堂實踐之間的橋樑，填補教育實踐中 “怎麼辦”

的空白，解決教育理論與教學實踐的現實矛盾。

2. 實踐意義

（1）支持教師提升學科素養。

從模型思想視角對小學數學課堂主要學習活動進行研究，可以説明教師在認識上對接 “具體” 實踐和 “抽

象” 理論。支撐教師從聯繫的視角對教學內容深度認識，從而自主設計出與理論相宜的課堂學習活動 ；

深化教師對模型思想的認識與理解，促使教師認識到模型思想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

（2）支撐學生能動學習。

通過對主要學習活動的適宜設計，支持學生經歷有意義有價值的學習活動，為學生獲得 “優質知識” 提供

保障，在學習中積累經驗獲得學習方法，獲得 “基礎素養”。[5]

四�　知識結構�學�活動
1. 模型思想下重組小學數學學習內容的知識結構

成果的研究起點依託于對小學數學學習本質的把握，以《數學課程標準》為藍本，把四大領域 10 個板塊

188 個知識要點進行了重組，形成了如下四大類別，各類別具體分佈情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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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6％　規定性知識

2％　  規則性知識

34%　 規律性知識

38%　 應用性知識

圖1. 小學數學教材“四類”學習內容數量分佈

（1）規定性知識是來自於人們表達、交流的需求，是為了學科邏輯而人為創造出的知識。小學數學此類別

的知識內容例舉如下 ：

表1. 規定性知識典型學習內容

用數表達 分數的初步認識；小數的初步認識；負數的認識

用算式表達
加法算式的認識；減法算式認識；連加、連減、加減混合算式的認識；除法
算式的認識；乘數是兩位元數的豎式的認識

符號表達 小括弧的認識；用字母表示數

表示結果
數對表示位置；四捨五入法；大數的改寫、倍的認識；5的乘法口訣的學
習；圖形的放大與縮小

測量單位的產生 角的度量；長度單位及關係；面積單位；體積單位

常見的量的認識 時間單位；品質單位

資料的整理
統計表的認識(單式、複式)；條形統計圖的認識(單式、複式)；折線統計圖的
認識(單式、複式)；扇形統計圖的認識

（2）規律性知識是指來自於現實世界客觀存在的知識是不以人的意志為改變的，它有着固有屬性和必然規

律，這樣的知識我們稱其為 “規律性知識”。小學數學的規律性知識內容例舉如下 ：  

表2. 規律性知識典型學習內容

運算定律、性質、規律等
加法交換律；加法結合律；乘法交換律；乘法結合律；乘法分配律；減法的
性質；商不變的性質；積的變化規律；比的基本性質；等式的性質；小數的
性質；小數點位移等

圖形特徵的認識
角的初步認識；四邊形的認識；長正方形的認識；正方體的認識；圓柱的認
識；圓錐的認識；平移、旋轉、軸對稱等

關係的認識
互相平行；互相垂直；兩點間線段最短；銳角；直角；鈍角；平角；周角
的認識；三角形的分類；三角形內角和；能被2、3、5整除的數的特徵；奇
數、偶數；質數、合數；循環小數；可能性的大小等

計算公式
長正方形周長；長正方形面積；三角形面積；梯形面積；圓面積；長正方體
體積；圓柱的體積；圓錐體積等

法則和方法
長正方形周長；長正方形面積；三角形面積；梯形面積；圓面積；長正方體
體積；圓柱的體積；圓錐體積等

基本數量關係 總價=單價×數量；  路程=速度×時間等

（3）規則性知識是指有些數學知識是為了解決數學知識體系內部矛盾而做出的規定，我們稱之為 “規則性

知識”。在小學數學的學習內容中有 3 個是屬於規則性的。具體如下 ：

表3. 規則性知識典型學習內容

0不能做除數；
餘數要比除數小；

1既不是質數也不是合數

（4）應用性知識是指學習新知所必需的知識和經驗學生都已具備，學習是對原有知識和經驗的應用，這類

知識我們稱之為 “應用性知識”。在小學數學的學習內容中此類知識所佔比例最大，典型內容如下 ：

表4. 應用性知識典型學習內容

關於計算的
20以內進位加法；退位減法；100以內的加減法；2-9的乘法口訣的學習；
0×3=0；0÷5=0；三位數乘兩位數等；小數加法、減法、乘法、除法；分
數加法、減法、乘法、除法等

關於關係的
數的組成；數的大小比較（自然數、小數、分數）；面積單位間的關係；體
積單位間的關係

關於結論的
長正方形周長的計算；長正方形面積的計算；平行四邊形面積的計算；三角
形面積的計算；梯形面積的計算；圓面積的計算；長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圓
柱的體積的計算；圓錐體積的計算

關於表達的 確定位置（二）；找公因數、公倍數

關於操作的 畫線段；畫角；畫平面圖形；畫對稱圖形

2. 模型思想下的主要學習活動及模組化學習方式

基礎教育的教學目標指出 “數學學習要讓學生感受規定的合理性” “數學的學習不僅包括數學結果，也包括

數學結果的形成過程和蘊含的數學思想方法”。由此可知，清晰知識是從哪裡來的非常重要。只有清晰知識的緣

起，才能設計適宜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經歷知識的產生和發展、規律的發現，深化學生對於所學內容的認識和

理解。正如《傑羅姆·布魯納》一書中所說 ：“教育的目標在於讓兒童參與學科學習過程，重新探索發現該領域

的基本理念，重新發現理解帶來的興奮。” [5] 因此，清晰了知識緣起，就把學習過程的設計與知識類別建立起了

聯繫，就清晰了主要的學習活動和學習方式，輔助教師成為學習活動的設計者，而不是模仿者和複製者。

   

圖2. 各類別學習內容的主要學習活動和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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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構性學習方式 ：建構性學習方式的學習內容以規定性知識為主，規定性知識緣起於為了表達與交

流的人為創造，適宜着學生經歷發明創造的學習過程。基本活動流程及方式如下 ：

圖3. 建構性學習活動流程及方式圖

（2）發現性學習方式 ：發現性學習方式的學習內容以規則性知識為主，規則性知識緣起於數學知識的內

部矛盾，因此引導學生發現矛盾，解決矛盾就是學習的主要活動，在問題的解決中真實感受到規則的合理性。

本質是讓學生發現學科內在邏輯，説明學生建立學科規則意識。活動流程及方式如下 ：

圖4. 發現性學習活動流程及方式圖

（3）探究性學習方式 ：探究性學習方式的學習內容以規律性知識為主，規律性知識緣起於客觀規律的真

實存在，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而改變。本質是關注學生思維品質提升，提高學生的數學探究能力。它的活動流程

及方式如下 ：

 圖5. 探究性學習活動流程及方式圖

（4）自主性學習方式 ：自主性學習方式的學習內容以應用性知識為主，應用性知識是學生有了必備的知識儲

備和經驗積累，在原有知識和經驗的應用中習得新知，需要給學生充分的空間和時間的進行自主應用實踐。本

質是讓學生學會遷移數學知識，解決實際生活問題，提高數學應用意識。它的活動流程及方式如下 ：

圖6. 自主性學習活動方式流程及策略圖

五� 　研�價值�學生成長
1. 提升教師專業素養，支持教師專業發展

本研究涵蓋了小學數學教學的全部內容，有助於教師全面而系統地理解和把握教學內容的邏輯關係、屬性

特徵，便於教師對知識本質分類的認識與理解。學習方式、主要學習活動和教學的基本流程能輔助教師展開教

學實踐，助力教師的專業成長。

2. 確保了學生學習主體地位的落實

模組化學習方式的構建，確保了在每一類學習內容的學習過程中學生的主體位置。在發現、發明創造、應

用的活動中都是學生作為研究主體的學習活動，與主要活動相匹配的交流討論、方法梳理、對比擇優、反思總

結等活動也都是學生要作為主體參與的。有了對學習活動實施流程的認識，教師們知道了學生是創造的主體、

發現的主體、自主嘗試的主體、交流討論的主體、總結概括的主體、反思提升的主體……教師即能克服課上急

躁的情緒，會給自己等待學生留出時間。即給學生留出思考的時間，表達的時間，出錯矯正的時間，交流研討

的時間。由此，教師清晰了自己在學習過程各環節的身份，改善了學習活動中 “教師越位” 之現象，以確保學

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得以落實。 

3. 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學科素養

本研究聚焦學生學習過程的獲得，立足培養學生學習能力。關注學生活動經驗的積累，解決問題方法與策

略的拓展與豐富，在不同的的學習活動中，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應用意思、理性思維、嚴謹的科學精神和推

理的能力、滲透模型思想等，促進學生數學素養的提升。有助於學生數學學習興趣的培養，有助於創新意識和

應用的意識的基奠。在問題解決中培養了學生不怕困難，勇於探索的思維品質，傳遞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思維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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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學生學習反思與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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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澳門正規教育中職業技術學校的發展
陳樂賢

一、  　前言

澳門職業技術學校大多數由普通中學所開設的高中課程，而非正式的職業技術學校，在澳門各大的中學

中，只著重於文化知識教育，多為學科上的知識，甚少有職業技術課程，大多數有職業技術高中課程的學校

中，學生對職業技術高中課程大多為次要選擇，雖然澳門職業技術中學學生能同時領取不同中學學階段的畢

業文憑及技術專業證書，但職業技術中學學生在全澳中學生中所佔百分比持續減少（阮邦球，2008）。社會

大多認為是讀書不成的學生的出路，畢業後多為藍領工作。全澳門有 78 所學校，但只有 7 所會提供職業技

術課程，由此可見職業技術課程並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同。

學年
高一

（包含職業技術教育）
高二

（包含職業技術教育）
高三

（包含職業技術教育）
合計

（包含職業技術教育）

2010-2011 6532 6087 5434 18053

2011-2012 6337 5966 5620 17923

2012-2013 5968 5781 5572 17321

2013-2014 5662 5497 5496 16555

2014-2015 5461 5309 5241 16011

2015-2016 5268 5085 5044 15397

2016-2017 4788 5008 4817 14613

2017-2018 4152 4493 4474 13119

2018-2019 4498 4504 4754 13756

2019-2020 4231 4021 4047 12299

2020-2021 4496 4190 3957 12643
表（一）：2010年起澳門正規教育中高中學生人數（資料整合自https://portal.dsedj.gov.mo，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DSEDJ））

二、職業技術教育數據的趨勢

2020 年澳門正規教育中高中學生人數從表（一）可見為 12643 人，相比 10 年前，2011 年 17923 人已

明顯減少 5280 人次，而且也可以看出逐年下跌的趨勢，在學生減少的情況下，職業技術課程也有顯著的影

響，從表（二）可以看出 2020 年參與職業技術高中課程的學生人數為 768 人，職業技術高中課程的學生人

數約佔全高中人數的 6.07%，相比 10 年前 2011 年正規教育中高中學生人數為 17923 人，職業技術高中課程

的學生人數為 1601 人，職業技術高中課程的學生人數約佔全高中人數的 8.93%，已見明顯的下跌趨勢，如不

進行改革，情況持續下去，很有可能 10 年內職業技術課程便會在澳門消失，但到底職業技術課程到底是好

是壞，未來又應如何改善收生不足的狀況，以達至職業技術課程有良好的持續發展。

44 45
2022 第 2期 2022 第 2期



學術探討 學術探討

學年
高中學生總數

（包含職業技術
教育）

高一
職業技術教育

高二
職業技術教育

高三
職業技術教育

總數
職業技術教育

佔高中比例(%)

2010-2011 18053 663 441 403 1507 8.34%

2011-2012 17923 599 585 417 1601 8.93%

2012-2013 17321 545 517 543 1605 9.27%

2013-2014 16555 475 460 481 1416 8.55%

2014-2015 16011 382 391 425 1198 7.48%

2015-2016 15397 378 317 370 1065 6.92%

2016-2017 14613 360 338 294 992 6.79%

2017-2018 13119 299 311 326 936 7.13%

2018-2019 13756 276 259 298 833 6.05%

2019-2020 12299 272 240 249 761 6.19%

2020-2021 12643 281 255 232 768 6.07%
表（二）：2010年起澳門正規教育中職業技術教育高中學生人數（資料整合自https://portal.dsedj.gov.mo，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DSEDJ））

三、導致現時職業技術教育的原因

導致現時情況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三方面 ：

（一）學位供過於求，學生多向名校流動，而名校大多沒有職業技術課程 ；

現時能提供職業技術課程的學校只有 7 所，包括中葡職業技術學校、澳門演藝學院、培華中學、澳門三

育中學、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澳門浸信中學和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這 7 所學校中，2 所為公立學校，

5 所為私立學校，當中沒有包括傳統名校，可見職業技術課程並沒有受到傳統名校的歡迎。

（二）“學而優則仕” 的傳統觀念，多數認為就讀職業技術課程會影響後續升讀大學 ；

根據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DSEDJ）統計 ：

2019/2020 學年澳門高中畢業生升學調查簡報

2019/2020 學年正規教育高中畢業生人數為 4023 人，其中 ：

升學的有 3885 人，升學率為 96.6% ；

就業的有 10 人，就業率為 0.2% ；

修讀高等專科學位或學士學位課程有 3740 人，升大率為 93.0%。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0）

如此高的升學率對學生而言，升讀大學好比讀職業技術課程後出來工作好得多，這也導致職業技術課程

不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三）職業技術課程學科選擇過於單方面 ；

現時提供職業技術課程的學校中，其學科選擇大致歸類五大類 ：

體藝創作、資訊科技、商務旅遊、語言翻譯和健康照顧，學生難以選擇合適自身的課程修讀，而且澳門

行業過於單一，使學生對職業技術課程失去興趣，部份學生認為即使現在就讀職業技術課程，將來也是到從

事賭場相關工作（曾瑪莉，2015），倒不如就讀傳統文理科課程。

四、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方向

如要改善現時職業技術教育情況，必須進行改革，發展方向如下 ：

（一）加強職業技術教育的專業性和認受性 ；

現時職業技術教育學生畢業時會獲取兩張證書，一為高中畢業證書，另一為職業技術課程證書，但此證

書並沒有包含各類資格認證，因此加強職業技術教育的認受性已是勢在必行的。

（二）與勞工事務局職業培訓進行對接 ；

澳門勞工事務局經常開辦各類職業培訓課程，其認受性獲得社會的認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可與勞工事

務局合作制訂各類課程，為各所學校訂立適合該校的職業培訓課程。

（三）加快落實職業技術教育的課程框架 ；

應減少學生應付其他科目的考試壓力，增加學生對生涯規劃的重視（陳家良，2021），讓學生透過實習

瞭解其職業方向。

（四）保障職業技術課程的升學途徑，應建立與高等院校的銜接機制（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0）；

現時學生不選擇職業技術課程大多數的原因也是出路不好，難以考取好的大學，如建立高校銜接機制，

令職業技術課程更有吸引力，讓學生得以向自己興趣發展。

（五）男校優先試辦職業技術課程 ︔

從表（三）可以看出職業技術教育性別比失去平衡，男多女少的情況嚴重，正正反映男生對職業技術教

育更有興趣，科目對男生更為適合。

表（三）：職業技術教育學生年齡與性別分佈圖

資料整合自https://portal.dsedj.gov.mo，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DSE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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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澳門教育政策一向推行多元化發展，而推行職業技術教育正正可以適合每一名學生，做到 “因材施

教”，而多年來職業技術教育並沒有太多發展，部分原因來自於傳統觀念，如能改善以上情況，職業技術教

育能為社會帶來專業人才的貢獻，更能為澳門社會改變產業單一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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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闡釋《岳陽樓記》的寫作目的
——更正啟思教科書的見解

李㼆穎

摘� :
學術界對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寫作目的主要有三種看法 ：（1）規勸說 ；（2）共勉及提倡 “大我” 精神

說 ；（3）讚揚滕子京精神說。香港啟思出版社所編的《中國語文》選用前兩種看法，即將滕宗諒歸為 “遷客

騷人” 一類，認為范仲淹是藉記勉勵滕氏。然而，根據相關資料，可得出 “規勸說” 和 “共勉說” 中的 “勉勵

滕氏” 不合史實，有損滕氏真實形象。因此，筆者認為《岳陽樓記》的寫作目的應為 ：范氏表達自己視古仁

人為人生楷模，讚揚滕子京具備古仁人 “先天下後個人” 的大我精神，藉此自勉並勉勵他人學習 “憂國憂民”

的大我精神。

澳門有些中學選用香港啟思出版社的《中國語文》作為教材。以下一段引文是啟思《中國語文．中三

下》（第四版）一書對范仲淹《岳陽樓記》的主旨歸納，其中橫線處即為該教材對《岳陽樓記》寫作目的的闡

釋 ：

“記述作者受友人所托為岳陽樓作記，作者通過描寫岳陽樓的景觀，說明仁人志士的抱負不因外在環境和

個人榮辱而改變，而是以天下憂樂為己任。作者��自許�並��勉�友人�”（9.38 頁）

然而，經翻閱相關文獻，筆者發現這一闡釋不夠全面準確，有待更正。

目前學術界對該文的寫作目的有以下三種看法 ：

1. 規勸說

提出這一說法的人主要參考范仲淹的玄孫范公偁所寫的《過庭錄》。該書記載范仲淹（下文簡稱 “范

氏”）為滕宗諒（下文簡稱 “滕氏” 或 “滕”）作記的原因為 “ （滕）自慶陽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

（范）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 因此，范仲淹只能藉滕求記一事，作記婉勸滕氏學習古仁人之

心，豁達處世。

《清波雜志》卷四亦記載道 ：“放客逐臣，一旦棄置遠外，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什，特為酸楚，極有

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讚其落成，答以 ‘落甚成，只待憑欄大慟數場’。” 這段資料側面證

明貶謫一事對滕氏造成精神打擊，因而范仲淹作記規勸之。

2. 共勉及提倡 “大我” 精神說

范仲淹作記時（1046 年），正值其與滕氏等同派官員因變法失敗而紛紛遭到政治迫害時期。因此，范仲

淹作記以古仁人之大我精神來勉勵自己，勉勵滕宗諒，勉勵其他同志，當官應謹記心懷蒼生，以天下事為先

（吳小如，1980）。

3. 讚揚滕子京精神說

范仲淹因高度讚揚滕子京雖遭讒貶謫，降為僻地小官，但他絲毫不氣餒，仍盡忠職守，僅用一年時間便

把巴陵郡治理得 “政通人和，百廢具興”。范氏在文尾將滕子京歸於古仁人這一類別中，讚揚滕子京有古仁人

“捨己為國” 的大我精神。最後更以 “微斯人，吾誰與歸？” 直接表達自己傾心歸依像古仁人、滕子京這一類

仁人志士。（何益明，1978 ；陸新朔，2006 ；陳小飛，2013）。

啟思出版社的《中國語文》選用以上第一、第二種說法作為《岳陽樓記》一文的寫作目的。可是根據史

料，范氏並無 “勉勵” 或 “規勸” 滕氏這一意圖，相關理據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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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公偁《過庭錄》其真實性有待商榷

范公偁所作的《過庭錄》，顧名思義，即記錄其父范直方對子弟的教誨。范直方是范仲淹的曾孫，與范仲

淹相隔兩代，范仲淹去世時，范直方未出生。因此范直方對曾祖父及其朋友的瞭解大多是聽家人所言，其真

實性有待商榷，不可全信。而且范公偁寫這本書時，正值范氏家族式微之際，他有意藉此書突顯祖德，振興

家族，因此他在寫書時，可能會存在厚己薄人的情況（遠藤隆俊，2004; 陳湘源，2012）。由此來看，《過庭錄》

不能為《岳陽樓記》寫作目的 “規勸說” 提供佐證。

2. 規勸方式的不合常理

滕氏致書求記時，直言希望范氏能作記讓岳陽樓名垂千古，所以范氏應該不會在好友如此看重的一篇文

章中去規勸他。因為如果范氏作記成功，這篇文章便會和岳陽樓一樣在歷史長河中屹立不倒，閃閃發光，那

麼范氏對好友的規勸將會影響到好友的名聲，所以范氏怎會選擇用這樣一篇文章去規勸好友呢？何況好友還

是范公偁所寫的 “豪邁自負，罕受人言” 的人呢？如此不尊重好友的行徑又怎會被 “罕受人言” 的滕氏所接受

呢？

3. 滕氏符合古仁人的形象

翻看滕氏為官經歷，不管身處高官或卑職，他都是盡忠職守，心繫君民，敢言直諫。當他身任高官，為

了國家社稷的長久穩定，面對章獻太后的長年攝政，他與其他官員冒死請求章獻太后還政。當他身處卑職，

雖然遠離朝廷，但他還是認真做事，為國為民。如滕氏早年被貶至閩北邵武縣，將當地治理得政治清明，

社會和諧。又如滕氏這次受誣被貶至岳州，他非但沒有消沉行事，而且還在治理岳州方面創下佳績。由此可

見，滕氏如同古仁人那般，不會因環境的順逆或個人的得失而產生悲喜情緒，無論是身處 “廟堂之高” 抑或

“江湖之遠”，都能做到盡忠職守，為國為民。

因此，范氏無需寫文規勸滕氏學 “古仁人之心”。

至於，所謂的 “落甚成，只待憑欄大慟數場”，不過是被貶後的人之常情，一時悲憤而已。

如果真要探究滕氏在岳州時的心境，那麼應當用他本人所寫的作品來分析，才算準確。據筆者所查，以

下這篇可能是唯一一篇能反映滕氏在岳州為官時的心境的作品 ：

《臨江仙．湖水連天天連水》 
北宋 滕宗諒

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該詞先將岳陽城描寫成一個雲氣繚繞的仙境，其後暗用唐朝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引出湘靈鼓

瑟思舜，舜靈有感而以蘭芷之香與琴聲相呼應，杳杳樂音消散後，舜靈始終沒顯現，眼前依舊是靜默的山，

靜默的水。如果將湘靈看作是滕氏自己，把舜帝看作是當時的君主，那麼這首詞便是表達了滕氏希望君主能

看到自己忠君愛國的滿腔赤誠。即使這份希望落空了，他也不會因此而失望傷心。由 “江上數峰青” 這幅恬

靜的景色中可感受到，滕氏對君主誤解自己這一事並不耿耿於懷，而是以豁達淡然的心態去看待。

綜上所述，可見 “規勸說” 和 “共勉說” 中的 “勉勵滕氏” 不合史實，將滕氏歸為 “遷客騷人” 一類，有

損滕宗諒真實形象。筆者認為《岳陽樓記》的寫作目的應為 ：范仲淹表達自己視古仁人為人生楷模，讚揚滕

子京具備古仁人 “先天下後個人” 的大我精神，藉此自勉並勉勵他人（如 “遷客騷人”）學習這種憂國憂民的

大我精神。

結合時代背景，范仲淹當時寫該文時可能還有兩個目的 ：范氏在文首特意寫出滕子京的政績，可能是為

突顯滕子京的賢能敬業，反駁保守派對滕子京為官態度的誣衊。而他讚賞頌揚古仁人 “先天下後個人” 的大

我精神，可能是為表達自己以及滕子京這類仁人志士不會向現實屈服的決心（王寛行 & 劉景林，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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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方轉化成線性規劃模型
何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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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近四校聯考時── 2021 年
澳門四校聯考數學正卷真題解答

鄧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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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臨下解讀平面幾何之典型範例
鄭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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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科不像中、英、數，從幼兒階段一直學
習。我校從初二年級開始開設地理課，這個學科從初
二年級開始起步，學生處於零基礎。俗話說 ：“萬事起
頭難”，對於初學地理的學生來說，難就難在開頭，多
年的教學實踐中發現，從初二地理的教學開始，往往
形成 “兩極分化” 的格局。學生剛剛接觸地理課，有
部份學生對地理課感到好奇、有趣，上課時能認真學
習、勤於思考，經常在課後提問一些感興趣的問題，
但有部份學生卻感到地理課的學習相當困難，尤其開
課的經緯線、地球的運動、地圖的閱讀都需要空間思
維、數學運算、讀圖並進行理解，而對於剛接觸地理
課的初二學生進行教學，若空間思維理解能力差、未
能集中精神上課、學習態度較懶散的同學，在第一段
的考試中都未能達到要求。如何幫助學生開好這個
頭，讓後進生邁過 “門檻”，把學生之間的差距縮小，
下面提出了幾點的思考與建議。

一、課堂講練結合，全面提升學生的讀圖和解題

能力

打開地理課本，一幅又一幅的地圖把課堂的重點

絲絲緊扣，教師在課堂中利用地圖進行講解，把重點
的內容，教師利用圖文配合的方式講清講透，引導學
生邊畫圖邊理解邊記憶，做好知識梳理。

課堂練習是對教學的檢驗、補充和提高，練習有
助於提高學生閱讀、判斷、理解、運用的能力，教師
根據教學目標，選擇典型、有層次的題目，指導學生
有目的地練，提高學生的解題能力，讓學生的基礎知
識過關，老師在課堂上與學生合作互動，揭示教材中
的深層問題，引導學生參與探究、體驗過程、激活思
路、拓寬視野。課後要求學生多畫地圖，學生透過先
讀圖、再畫圖，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地理空間思維
能力，有利於學生把知識點牢牢記住。

二、注重培養興趣，在初二學年打下堅實的基礎

古人常說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地理知識豐
富實用，五彩繽紛的地理景觀、千姿百態的地理事
物、遼闊無垠的宇宙空間、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和古
老悠久的歷史文化，都可以透過地理學科的學習一一
瞭解，老師在教學中利用多媒體課件、地球儀、視
頻、模型等，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以培養學生學習

初二地理教學的幾點思考與建議
余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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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興趣。
初二級經過一學年地理科的學習，對地理科學習

的方法和要求基本已經掌握，本學年的教學任務要全
面落實基本學力要求，課堂上讓學生獲得基礎性和全
面性的培養，以鍛煉學生的能力為目的，促進學生多
元發展。在初二年級打下堅實的基礎，為初三級和高
中的 “必修加選修” 作充分的準備。

三、發展校本練習，符合本校學生的學習實情

為了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考試成績，幫助後進生
解決學習困難，除了開設常規的考前輔導班，教師還
設計了校本練習，配合學校課改建設，全面提高初二
年級地理教育教學質量。教師根據每節課的重點與難
點，配合基本學力要求，老師動手製作教學用的課件
和練習題，把一學年的地理教學資源作整合，摸索最
佳的教學方法。

得到教青局的大力協助，我校多年在地理科老
師的指導下，本人初步整合了初中階段的一些補充練
習、閱讀材料和試題庫，特別制作了澳門地理補充教
材的課件和補充練習，可供日後科組老師參考，豐富
教學資源。制作的練習題既滿足基本學力要求，又符
合本校學生的學習實情，練習題素材鮮活、有基礎經
典題、創新思考題、能力訓練題，題型豐富多樣，每
課緊扣教學目標，查漏補缺，突出每課節的重要知識
點。

四、受制課時不足，無法在課堂開展深入的探究

活動

初二年級每周只有兩節課，雖然能符合課框要
求，但與部分學校相比，課時略顯不足。受制課時限
制，課堂只能講解每節課的重要知識點，把練習做
完，把地圖畫好，把基力滿足。地理科在初中基力要
求學生需掌握區域合作、經緯線、等高線、人口、氣
候、本土探究等，內容跨度非常大，在課時緊張的情
況下，無法在課堂開展足夠的探究活動，學生難以深
入理解各種地理現象。 

教學的改革要求以學生為主體，把課堂的四十分
鐘交給學生，近年各校發展主題教學，體現各校的辦

學特色，但主題教學需要學生的知識面廣，動手能力
與組織合作能力強，學生在起始年級基礎知識薄弱，
但教學任務繁重，每周兩節課緊張的情況下，老師在
講授基礎知識與進行探究活動時，面對困難局面。

建議增加一些閱讀、思考的部份放在 E CLASS
平台，讓有興趣的學生在課後利用網絡平台進行學
習，拓展學生的思維，某程度上彌補了課堂的不足。

五、滿足基力要求，但地理基礎知識零碎、部分

甚至缺失

特區政府在 2015 學年全面落實《本地學制正規
教育基本學力要求》，教師需要在初中階段的教學內
容作統整，有別於過去的地理教學內容。我校多年沿
用國內人教版的教材，初中階段分別有四本教科書
（七年級上、下，八年級上、下），為了讓學生更深
入地認識澳門，進行愛國愛澳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和課程教材研究所共同編著了澳門地理（初中地理補
充教材），令現階段的初中教材一共有五本，整個初
中階段的四個課時是無法完成五本教材的教學內容，
教師只能根據基力要求，符合基力條件的內容進行講
解，對未符合基力要求的知識進行刪減，但教師出現
兩難的情況，一方面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基力要
求，但會令到初二級世界地理一部份的核心內容，如
歐洲西部、中東、澳大利亞等只能蜻蜓點水、輕輕帶
過，基礎知識零碎，而美國、巴西、兩極地區等重點
區域，受課時和基力的限制，已完全刪減，這不利於
學生完成完整的知識網絡，對以後的地理學習產生困
惑，難以體現地理學科的綜合性與整體性。

為了完善和提高初中基礎知識的不足，建議在
高中地理的選修課，不受基力條件限制，課時較充足
（每周三節），教學內容彈性較大，讓一部份有興趣
繼續學習地理的學生，能把初中的缺失填補，在高中
學習階段再作進一步的提高，引導學生掌握適宜、有
效的學習方法，進而養成地理學科的終身學習能力。

在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中，各行各業都受
到改革浪潮的沖擊，為求得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努
力改造自己，完善自己。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已指出 ：科學
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因此，“科教興國” 早成共識，
全國各地都將發展教育、發展科技擺在了議事日程的
首席之上，教育早被提高到優先發展的地位。也正因
為如此，教育所肩負的興國任務就更為重要了，大家
都認識到教育的發展直接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興衰。

在教育過程中，知識在遷移到學習主體的個體
意識時，依賴着 “教” 與 “學” 的協調合作才能完
成。而雙方的協調合作程度，受着情感這個重要因
素的影響，學生對教師的感情，直接影響到學生對
教師所教科目的興趣和學習品質，正如教學程中的
“移情效應”。而這個由教師、學生和教育教學內容

構成的三相溝通的循環系統，影響着 “移情效應”
的過程和品質。為了更好地產生 “移情效應”，就需
要教師不但要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學生中去，而且
要把情感投入到教育教學內容中去。以此為契機，
引導學生把自己的情感也投入到學習內容中去，通
過雙方 “移情效應” 的作用，改善學習過程，提高
教學內容的傳遞效果和品質。這也就是要求教師的
教育教學行為，不但要講究科學規律，幫助學生掌
握科學方法，提高學習效率的理性思維，而且要具
有改善師生關係，利於師生溝通交流，提高協調使
用知識的情感性特徵。

一、防止學生產生厭學情緒

我想學生最差的學習行為就是 “不學習” 吧！

而這個 “不學習” 往往是人為造成的。高中數學教
學起點高，與初中知識銜接不順暢已經是我們的共
識了。而學生在入學之前就聽說——高中數學內容
難度大、有的內容不好學，甚至有的學生到了高三
畢業，數學從來沒有及格過，這樣的學生的畏難心
理很嚴重。有時教師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識、所有的
題型讓學生見個遍。學生學習數學知識的分化情況
從一開始讀高三就產生了，部分學生在學習時失去
了學習數學的興趣與信心，進而成為 “學困生”，
導致學生產生厭學情緒。然而，好的開始等於成功
的一半，所以在教學中我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讓學
生不害怕數學。怎麼辦呢？那就是先降低門檻，把
握難度，讓學生能學得動、學進去、主動學！
       我們在課堂教學中關注的不是學生在教師的
“強迫” 下，見了多少難題、練習了多少題，關鍵

就看這些問題學生是不是自己主動思考過後，通過
各種數學學習活動真正地掌握了。學生主動學習
後，掌握了知識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學生獲得了
怎樣學數學的寶貴經驗，這種經驗靠老師 “灌” 是
灌不出來的，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教師應該授之以
“漁”，它將在今後解決千百個問題中發揮作用。

二、利用審美情感催化學習內容在學生個體意

識中的內化過程

教師教育學生必須 “動之以情，曉之以禮”，
只有當教育者把教育物件作 “美” 的事物來看待，
作為一種審美物件來進行研究，才能激發出教師對
學生的審美情感。

教學研究表明，影響學習內容在學習主體意

改善學生學習數學課程
思維方法的探討

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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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中內化過程的有兩大類因素 ：一類是智力因素 ；
一類是非智力因素（包括動機、態度、情感、意志
等），它構成了學習行為的兩大特徵——理智性特徵
和情感性特徵。

在 審 美 過 程 中， 人 的 情 感 作 為 一 種 原 動 力，
激發出人的心理能量，推動審美主體的 “內化” 和
“外現”。但無論是 “內化” 還是 “外現”，每一個

具體過程都滲透着情感因素的深刻影響。從個體學
習活動的心理過程來看，同審美過程一樣，只要學
習主體與學習內容建立起富有情感性特徵的審美關
係，就會增加學習主體對學習內容的關注力度，強
化人的學習意志，激勵人的學習行為。而學習行為
一旦融入了審美情感這種 “催化劑”，一切將會產生
奇妙的變化，學生會潛移默化地把自己變成一個審
美物件，把自己的理想，把對自身的期望，塑造成
一個審美意象，推動自己朝理想目標發展。

三、教育學生要動之以情

教育專家們指出 ：把教育的基本構成要素（教
育者、教育物件和教育內容）審美物件化，在教師
與學生、教師與教學內容、學生與學習內容之間建
立起一種審美關係，是利用審美情感改善教學關係
和教育過程以及學習過程的前提條件。它意味着要
使教育的基本構成要素，與 “美” 建立起全面的聯
繫，與審美活動進行全面的結合，從而提高教育活
動的品質和效益。

多年以來，由於多方原因，教育最終都必須面
對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的升學競爭。在這個激烈
的競爭中，必然有 “成功者” 和 “失敗者”。而升
學率和分數又是評價教育的唯一標準，這就使得許
多教師和學生（特別是一些基礎比較薄弱的學校師
生）體驗不到成功感，因而更進一步影響教學，一
種舊的 “學生觀”、“人才觀” 便形成了。

從現實社會的需求來看，多元化的社會結構需
要各具特色的人才來充實。很顯然，問題的實質在
於用怎樣的觀點和標準來看待這些 “才”。在教育
者與教育物件之間建立起一種審美關係時，便會對
“人才觀” 和 “學生觀” 產生新的理解和價值認識。

教師表現出轉變對學生的感情和態度，學生表現出
新的精神面貌，成為一種具有審美價值的形象。從
而賦予教育一種新的意義。

教育理論指出，教育學生必須動之以情，只有
當教育者把教育物件作為 “美” 的事物來看待，作
為一種審美物件來進行研究，才能激發出教師對學
生的審美情感。當這種具有強烈感染功能的情感投
射到學生身上，必然會觸動學生的靈魂。而情感所
具有的相互感染功能，也就會在促進師生思想感情
的交流的過程中，激發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營造出
一種相互激勵的良性迴環局面。同時，這種相互激
勵的良性迴環，又可通過學生家庭、家長輻射到社
會中去，促進學校社會形象的改變。

四、重視學生的實踐操作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掌握知識的過程
是要把整體的認識成果轉化為個體認識的過程。科
學家的認識過程是一種產生新知識的過程，而學
生的認識過程則是一種再生產新知識的過程。在這
個過程中，實踐操作正是學習知識的最基本、最重
要的手段和方法之一。如果教師能經常為他們創設
一個實踐操作的環境，讓他們自己動手擺弄，這不
僅符合學生的認識規律，也能讓學生通過實踐操作
活動加大接受知識的信息量，使之在探索中對未知
世界有所發現，找出規律，逐步形成實踐求知的意
識。

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應非常重視讓學生實踐操
作，使實踐操作成為學生學習的重要方式。

在教《圓錐曲線》時，我提供給學生足夠的時
間，讓部分學生借助電腦去操作得出圓錐曲線定
義。還有的學生用繩測法，也能測出圓錐曲線定義
的正確性，這些實驗都很簡單，但對學生起了由實
踐出真知的作用。直到他們發現紙上（或黑板上）
用他們發現的方法測量時，教師再適當點撥，這樣
從具體到抽象，從實物到圖形，從親自感知到理性
概括，從而使學生所經歷的疑惑、驚訝、詫異、激
奮和掌握知識的自覺感，即學生的知、情、意同步
發展。

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在教學實踐中，我們要堅
持讓學生自主探索，把學習的主動權還給學生，讓
每個學生根據自己的體驗，用自己的思維方式，主
動地、自由地、開放地去探索、去發現、去創造有
關的數學知識。學生學習知識的過程是主動建構知
識的過程，而不是被動接受外界的刺激。教師無法
代替學生自己的思考，更代替不了幾十個有差異的
學生的思維。學生只有通過 “做數學” 才能使他們
親自體驗獲得知識的快樂，領略數學美的真諦。

五、宣導合作交流的學習方式

所謂合作交流學習方式，是指在學生個體獨立
探索的基礎上，讓學生在小組內或班集體範圍內充
分展示自己的思維方法及過程，相互討論分析，揭
示知識規律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途徑，在合作學習
中學會相互幫助，實現學習互補，增強合作精神，
提高交流能力。在學習《圓錐曲線》時，用測量法
或 PPT 教學時，光靠個人的努力是不夠的，需要同
學之間的合作，尋求出真理。在這一過程中，學生
的主體地位會得到尊重，每個學生都能參與進去。

鼓勵學生大膽猜測。數學猜想，實際上是一種
數學想像，是人的思維在探索數學規律、本質時的
一種策略。它是建立在已有的事實和經驗基礎上，
運用非邏輯手段而得到的一種假定，是一種合理推
理（非邏輯的，也叫似真推理）。我們要重視猜想
這種非邏輯思維的培養，鼓勵學生大膽猜想，以提
高學生的智力素質。如何培養學生的猜想能力呢？
我們可以盡可能地加強對知識的鋪墊，營造一個便
於獲得直覺的背景或氛圍，形成 “問題——思考或
反思考——聯想、頓悟——產生猜想——驗證” 的
基本思維模式。在學圓錐曲線定義時與什麼有關？
有怎樣的關係？就是充分讓學生發表自己的看法、
想法。在發表完想法後，再來驗證自己的猜測，很
多學生驚喜的發現自己猜測的正確與成功。長期訓
練，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就會日積月累，有
所提升。
       改善學生學習行為習慣的主要目的是促成學生
進行自主學習。學生學習數學只能通過親身的操作

活動和主動參與才可能是有效的，而學習數學有
困難的學生問題也大都出現在教學工作中，我能親
身感受到學生學習行為習慣不好給學生的學習帶來
的嚴重後果。這就是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老師講
授，學生在知識上、方法上都是被動的接受，課下
完成老師規定的作業。學生的學習幾乎完全依賴教
師，嚴格按照教師和書本的導向去記憶和歸納知
識，很少有學生對教師或課本產生質疑，接受和消
化教師傳授的知識幾乎是學生學習的全部。久而久
之，學生容易失去學習的樂趣，而本來就薄弱的基
礎也經不起高中龐雜的知識的 “轟炸”，使學生的
數學頭腦運轉的越來越慢，最終掉進一個惡性循環
裡無法自拔。所以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應該是改
變學生依賴性的學習習慣的起點，而這個過程必須
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總之，學習數學的方法應該是多樣化的，操作
實踐、自主探索、大膽猜測、合作交流等活動應成
為數學學習的主要方式，當然，質疑問難、問題解
決等學習方式也處於重要地位，教師還要在教育實
踐中應該時刻寓於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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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的《師說》是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三第三單

元的篇目，該文主要闡述了從師求學的道理。細看單

元目標，便知閱讀時要琢磨文章立論的方法和嚴密周

詳的論證邏輯，同時要有質疑問難的精神，大膽提出

問題，探究問題。“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故

面對本文的疑難點，課堂上師生互動的目的重在 “解

惑”，以提高學生的理性思辨能力。 

“解惑” 之一——中心論點。從題目可知，本文的

文體是 “說”，屬於議論文體。這一堂課便是從論證結

構的剖析開始 ：“縱觀全文，結合思維導圖，梳理作者

觀點，並注明其所用的論證方法？” 課前，學生預習

充分，導圖設計清晰。課上，小組同學合作展示有條

不紊，儘管內容梳理稍有遺漏，概括用語有待提煉，

幸好負責評審的小組作了糾正。從立論看，小組匯

報的和教參的觀點不謀而合，都認為 “古之學者必有

師” 是本文的中心論點。然而關於本文的中心論點，

眾說紛紜，於是，課堂便以此作為思維碰撞的契機。

多數學生認同教參看法，難得的是也有同學提出異

議，認為這句話是陳述歷史事實，而指出中心論點是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一句。最後，我拋出

不同看法，特別是綜合概括後的中心論點，意在打開

學生思路。雖然沒有固定答案，但是課堂最難得的是

有爭鳴，正如于漪老師說的，“課堂上最精彩的莫過於

學生與教師、學生與學生之間對某一問題或某幾個問

題看法不一、意見分歧時所產生的爭論。”

“解惑” 之二——論證邏輯。本文共有四段，其思

路是 “亮出中心觀點——反論師道不傳——正論古人

從師——說明寫作原因”。從立論角度看，原文段序

體現了 “立論——批判——拓展立論——彰顯立論”

學《師說》，同“解惑”
陳奇川

的內在邏輯 ；從情感節奏看，原文前兩段重在說理分

析，後兩段重在舉例論證，情感節奏一張一弛，開合

自如 ；從前後呼應看，第三段舉了孔子事例，呼應第

一、二段，與第二段形成點面結合，而第四段舉了李蟠

事例，呼應第二、三段，邏輯嚴密周詳。為了探究其

論證邏輯，我特意將其段序進行了重排 ：“說明寫作原

因——亮出中心觀點——正論古人從師——反論師道不

傳”。經過思考，有的學生認為段序重排後，文章顯得

有點虎頭蛇尾 ；而有的學生認同寫作原因放在開頭，

不過未能自圓其說……由於題目的難度較大，加上疫情

期間，課堂上不能展開小組討論，故該題的探討還欠深

入。最後，我從文章重心、情感語氣等角度入手進行總

結，也讓學生認識了 “韓潮” 的風格特色。

解惑之三——作者文風。從論證方法看，《勸學》

最主要的論證方法是比喻論證，而《師說》用了道理論

證、舉例論證和引用論證，唯獨沒有使用比喻論證。為

此，我設計了一個讀寫活動，並且提供示例，讓學生給

文章最感興趣的語句增添一句比喻說理。這是一次語言

表達能力訓練，也為論證方法的探討作鋪墊。通過讀寫

活動，學生的興趣和創意被激發出來了。有的學生在

“人非生而知之者” 前加一句 “鳥非生而會飛也” ；有

的學生在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也” 後加一句 “如時

代之終結，如朝代之更替” ；而有的學生在 “孔子曰，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 後加一句 “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 ……之後，我話鋒一轉，反問學生，“加了比喻說

理的句子後，你認為韓愈會同意嗎？” 通過引導，學生

能聯繫韓愈的創作主張，更深入地理解其樸實精煉的語

言，把握其自由靈活的文風。此外，我還引入了孫紹振

老師對韓愈時代 “說” 的見解，從而深化了學生對作者

文風的認識。

解惑之四——文本意義。“章法考究處、煉字煉句

處，往往就是作者言志載道的關節點、精髓處。”（王榮

生、童志斌《文言文閱讀教學設計》）學習本文，除了

借鑒本文的章法考究處、煉字煉句處外，更要關注作

者所言之志，所載之道。毋庸置疑，本文有很多觀點

是值得後世借鑒的，正如學生說的，“道之所存，師之

所存也” “聖人無常師”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等句放在今天，都是有現實意義的。有了共鳴之後，

我便拋出一個問題，以此激發爭鳴 ：“文章裡的觀點是

否放諸四海而皆準？有沒有哪個觀點已經過時，未必

適合當今社會？” 經過預習，學生對一些觀點提出了

質疑。他們認為，韓愈所傳之 “道” 的內涵在當今時

代應該擴充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的智不一定比不上

“士大夫之族” ；至於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如今網路發達，有些疑惑也可藉助網路自主查

詢解決。學生敢於對文本提出問題，並進行批判性的

思考，從而做到以今鑒古。如若時間許可，該環節還

可以讓學生進行換位思考，甚至展開辯論，這有助於

培養他們的高階思維。

回歸文體，“說者，釋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

也。”（《文章辨析序說》）“說” 的寓意深刻，寫法靈

活，語言簡潔明瞭，類似雜文。這堂課主要以文體為

本位，重在圍繞中心論點、論證邏輯、論證方法進行

探究，進而反思文本意義。不足之處就是預設有餘，

引導不足，如若學生因文本語言的品析而有更多生

成，那課堂就更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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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 世代，智慧手機儼然成為現代人的必需品，
手機的性能也從最原始的通話功能不斷地改進，攝影
功能、CPU 速度和記憶體容量也在不斷提升，手機內
建的感測器更是日新月異。利用手機的感應器可以感
應、檢測環境中的變化，並傳送訊號給手機進而做出
相對應的動作。常見的感測類型有 ：加速度感測、
距離感測、光線感測、指紋感測、陀螺儀感測、GPS
定位等。近年來陸續有更多新的感測器開發出來，例
如 ：心律感測器、血壓感測器等等。最近更有一些大
學教授把手機的感測器功能匯整設計出科學量測的工
具，比較著名的有 Phyphox 以及 Science Journal，這
些手機 app 都非常適合在物理課堂上作為物理實驗教
學、探究教學的利器，既方便使用、容易操作又親民。 

在高中物理課堂中，教學內容比較抽象，課堂氣
氛較為沉悶，導致學生學習的興趣不高 ；要提高學習

圖 1 ：將手機放進密封盒，盒蓋穿孔插入膠管，並用熱熔膠封好，連接針筒。
（注意 ：用潤手霜塗於密封盒的邊緣，針筒與膠管連接邊緣，防止漏氣）

物理的動力，就要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畢竟興趣是
學好知識的最佳動能。例如，在講授 “理想氣體” 這
一內容時，教材上只是以文字對理想氣體的性質和氣
體方程進行了描述，這不夠直觀，學生不能從圖片與
大篇幅的文字描述中直觀地理解理想氣體方程，容易
失去學習的興趣，因此我們會利用實驗來對氣體的性
質、變化跟學生作定量的分析。但在進行傳統的 “理
想氣體實驗” 教學時，發現氣壓計與大型可調整氣體
體積的圓柱筒等設備，除體型笨重、氣壓讀數不夠精
確外，還有無法讓同學在家中進行實驗等缺點。上述
情況是這個知識點的教學的巨大障礙，因此我們在物
理課堂上就利用手機安裝的 Phyphox 來測量密封盒內
的氣體的變化，驗證理想氣體方程，大大提高了學生
課堂的參與度，提升了學習物理的樂趣，也使學生對
物理有了立體的認識。

玩手機　輕鬆學物理  
廣大中學物理科組

一、實驗裝置與結果 ：

本次實驗使用的裝置都是日常生活中容易獲得的器具，讓學生可以在家中輕鬆做實驗。
實驗裝置 ：手機（測量氣壓）、密封盒（作為密閉壓力容器）、針筒（改變被測氣體體積）（圖 1）。

①潤手霜（塗於密封盒的邊緣，防漏氣用）

② 500ml針筒

③ 密封盒、硬膠管

④手機（測量氣壓）

二、實驗過程 ：

本次實驗目的是以 Phyphox 測量容器的氣壓，但
因氣壓數據取樣率不夠快，若將針筒拉動太快，氣壓
變化過於劇烈，會測量到錯誤數值，而且氣壓感應器
精確度 ±0.11hPa，在百帕小數點下兩位的氣壓數據
會不断跳動，所以在實驗中，數據僅記錄精確度到百
帕單位，小數以下的數據則不予登記。

針筒可以改變氣體體積，若採取壓縮方式讓氣

體體積變小，同時氣壓增加，在高壓下密封盒蓋的
四個角落容易洩氣（可放置在水面下，觀察漏氣現
象）。所以本實驗採用注射筒拉伸讓氣體體積變大，
氣壓降低讓密封盒蓋更為緊密較不易漏氣。因為採
用注射筒拉伸讓氣體體積變大，所以密閉容器的氣
體體積 = 密封盒體積 870cm3- 手機體積約 68cm3 + 膠
管的體積（可忽略）（表 1）。

針筒拉伸體積
(cm3)

針筒內氣體體積
(cm3)

氣壓的實驗值
（hPa)

氣壓的理論值
（hPa)

0 803 1000 1001

10 813 989 988

20 823 977 976

30 833 966 965

40 843 955 953

50 853 944 942

60 863 935 931

100 903 904 890

200 1003 819 801

表 1：容器內的氣體體積與氣壓

三、實驗結果 ：

完成實驗取得數據並不是探究與實作最重要的任務。能經由圖表呈現數據的關係，及附圖表以作說明，
才是更重要的意義。

( 一 ) 體積與氣壓實驗
例如圖 2 的圖表正確呈現橫軸為變因（氣體體積），縱軸是觀測結果（氣壓）  
若不曉得波義耳定律，定量、定溫的氣體，其體積與氣壓成反比關係，繪出的趨勢線會誤用線性關係。

圖 2：橫軸體積(變因)，縱軸壓力(觀測數值) 圖3：氣壓與體積理論值成反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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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體積與氣壓成反比
圖 3 的圖表，為呈現體積與氣壓成反比關係。添

加上由波以耳定律計算得出的理論值，並與實驗值做
疊圖比較。很明顯因針筒能變化的氣體體積有限，氣
壓變化不大，所以小範圍的實驗值不易觀察兩者成反
比關係。

( 三 )  體積與氣壓倒數與成正比
圖 4 的圖表，為精確判斷體積與氣壓是否成反比

關係，將縱軸改為氣壓倒數。
理論值則 呈現容易預測的正比關係。
同時也觀察到，大針筒實驗所得到的兩個數據誤

差較大。

圖 4：為判斷體積，壓力為反比關係，將縱軸 改為氣壓倒數，呈
現容易預測正比圖形。

教學現場
2020 年 12 月 6 日 的 物 理 課， 學 生 分 為 八 組 實

驗，每組約有三位學生。在這 1 小時的活動時間內，
學生要以熱融膠槍連結膠管，並測試容器漏氣情況，
接着改變體積觀測氣壓、繪製圖表等。實驗能感受拉
伸注射筒的同時壓力變化（圖 5）。

在繪製圖表方面學生感覺最困難，首先是不知道
如何在方格紙的橫軸、縱軸取樣化劃定刻度，且數據
集中在圖表的小範圍處，難以精準繪製數據點。還可
能因為不瞭解波以耳定律，在繪製理論值時出現困
難。

圖 5：在 2020年12月6日，氣體實驗

四、將實驗數據鏡像投影 ：

在教學示範上經常需要讓學生易於觀察實驗數
據，本實驗適用此 app 的壓力量測功能，且此軟件
還具有網路鏡像輸出功能，可以利用其他裝置如手
機、ipad，控制採集數據的手機開始或停止實驗，
並將測量的數據分享到其他同學的手機或 ipad 中，
方便實驗操作和教學。( 圖 6)

圖6：氣壓讀數可由無線網路 將實驗數據，鏡像投影給同學觀測。

結語

一部智能手機，除了用來通訊、打遊戲、看視頻
之外，也可以成為最便利的科學實驗探究的儀器。在
物理課堂上，也可以利用 phyphox 與學生進行教學互
動，既能提高了學生的課堂參與度，讓學生探索物理
知識，又能不斷地提升學生學習物理的興趣，消除學
生對物理的恐懼和認為沉悶的刻板印象。

此外，我們也可以通過手機的 phyhox 進行更多
有趣的物理實驗 ：

一、 　在等容的條件下，對氣壓與溫度關係進行
                  定量的實驗探究

二、　驗證牛頓第二定律
三、 　測量地球的重力加速度
四、 　多普勒效應實驗

如何指導學生
寫出情真意切的作文

韓景麗

寫作，是一個人能的思維、閱讀、表達等能力
最集中、最個性化的呈現，情真意切的文章往往能讓
人感動、令人愉悅、引人思考。但綜觀學生的作文，
模式化套路多見，“假大空” 現象氾濫，選材雷同已
經司空見慣……大多是編故事，或內容空洞，或無病
呻吟。這樣的作文，給人一種虛假乾癟的感覺，充其
量就是一棵包裝精緻的聖誕樹，看起來花枝招展的，
“零生命力” 是其致命特點。文章不是無情物，這樣

缺少真情實感的文章如何能伸向情感體驗的深處？怎
麼能打動讀者，使讀者產生共鳴？

所以，指導學生寫出情真意切的文章是當前作文
教學的當務之急，這就要明確寫作中存在的問題，有
針對性、有策略性地對症下藥 ；然後聚焦學生需求，
解決關鍵問題，才能指導學生寫出情真意切、文質兼

美的作文來。
一、學生寫作缺少真情實感的問題分析 ：

學生在寫作過程中，往往存在着這樣一些現
象 ：每逢作文課，又愁眉又苦臉、還哀聲歎氣 ；或
是把寫作看成是苦差事，表現出畏難情緒和排斥心
理 ；即便是勉強寫出了作文，也是語言乾癟、內容
空洞，假話、空話連篇，虛浮不實，矯揉造作。

作文缺乏真情實感，究其原因，應該有以下幾
種 ：

1、 寫作素材匱乏，選材雷同導致沒有真情實
感 ：

寫母愛，就是母親雨中送我去醫院 ；助人為
樂則多是公車上讓座 ；體現同學情誼的，就是生日
宴會或禮物……這樣的選材常常讓人想起魯迅《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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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閃雷鳴 ；沒有伏筆，前一秒媽媽還兇神惡煞，後
一秒就溫柔如水，變化之快令人咂舌……這其實也
是思維能力的問題。

4、視野受限，對社會現實，身邊生活關注不
夠，作文必然缺少真情實感 ：

不知道父母的生日，無感於親人的付出，無視
四季的變化……這是因為很多學生對社會、對生活
往往不太關心。視野的局限，讓一部分學生不要說
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思考，更不要說對家國命運、人
類未來的關心和敏感，都有着嚴重的欠缺。

5、語言文字積累薄弱，也會影響真情實感的表
達 ：

錯別字多，書寫潦草 ；標點符號使用混亂 ；分
段意識差，層次混亂……不難想像，這樣的作文如
何讓人產生情感的共鳴。

二、  如何融合文中的 “情” 與 “我”，寫出具有

真情實感的文章 ：

真情實感是作文的基本要求，也是評價作文的
重要尺規。在寫作教學中要明確要求學生 “說真話、
實話、心裡話，不說假話、空話、套話”。 因為，文
章令人心動的不僅僅是巧妙的佈局，華麗的辭藻，
更主要的是內在真實情感的抒發。真誠的文章是從
心裡流出來的，而不是硬擠出來的，“觀山則情滿於
山，看海則意溢於海”。只有真正動了情，才能寫出
真情實感。

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說 ：“沒有感情這個品
質，任何筆調都不能打動人心。”

那麼，作文中如何融合 “情” 與 “我”，指導學
生寫出真情實感的文章呢？

1、 選取自己感受最深的材料
我們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所經歷的事，有的會

使人受到啟迪，有的會讓人感動，難以忘懷，如 ：
你見過的最美的早晨、你做過的最正確的決定、最
讓你心動的瞬間……如果我們在習作中，根據題目
要求，選擇那些感受最深的材料就容易表達真情實
感，也就是要指導學生在選材時以 “我” 為圓心，以
“我的生活” 為半徑畫圓。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 “我” 所經歷的一切都可以

福》筆下的祥林嫂，哪怕是真實發生的事，在反覆的
訴說中，也難以引起人的興趣和共鳴。

2、模式化套路使作文假大空、缺少真情實感 ：
首先是語言套路化，開頭就 “在我的一生中”、

“記憶的星空裡有顆珍珠”，再就是寫辛苦就 “豆大的
汗珠”，寫外貌離不開 “水汪汪的大眼睛” ；如果天氣
晴朗，就 “天上飄着朵朵白雲”，一旦別離，那就 “依
依不捨” ……完全照搬，沒有自己的思考 ：到底是怎
麼辛苦，什麼性格下的外貌，怎樣的晴朗，怎樣的不
舍，都沒有認真的觀察、揣摩，只能用一些空洞的詞
彙、套路的文字來支撐。

其次是內容情節套路化 ：“我的老師” 就是戴着一
副眼鏡，要麼埋頭批改，要麼抬頭訓人固定形象，而
捕捉不到老師生活化、個性化的特徵 ；情節也是只要
看到了開頭，就能判斷出過程和結尾……這樣的構思
固定呆板，很難有表達真實情感的空間。

此外，感情套路化、愛議論 ：無論寫的是什麼
事兒，都要扣上高尚的帽子，仿佛不如此不能體現境
界，殊不知真實真切才是最好的境界 ；結尾不議論，
總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想要表達的中心，而不管這樣的
議論是不是畫蛇添足。

3、思維能力欠缺是缺少真情實感的主因 ：
名人名言的排列組合，好詞好句的薈萃集錦，搜

集的資料、背誦的篇章……看似滿篇錦繡，其實就是
用磚堆砌起來的牆，因為沒有合理配比的水泥而倍感
虛浮。一篇文章，若是沒有自己的生活體驗和個性思
考，充其量就是沒有靈魂沒有生命力的聖誕樹，究其
根源，則是思維能力的欠缺。

例如命題作文《認錯》，大部分同學寫的都是自
己做錯事的經歷，那為什麼不能另闢蹊徑是大人認
錯，父母認錯，老師認錯？何況即便是寫自己認錯，
認錯的方式也有很多種，可以是口頭、書面、也可以
別開生面是表情、肢體語言、行動……為什麼只有自
己低下頭，說聲 “對不起” 這一種？

另外，作文中，思維連貫性、層次性、邏輯性不
強，也會影響情感的表達。有的學生寫作文顧頭不顧
尾，寫着，寫着，偏了、跑了 ；或者東一腳西一腳，
跳躍性極大——沒有鋪墊，高興就晴空萬里，難過就

在我們的腦海之中。如果你自己還未掀起感情的波
瀾，又如何能讓讀者產生共鳴呢？先打動自己，才
能打動別人

6、錘煉語言細節描繪
“一千個讀者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語言表

達不同，有的敘述索然無味，有的敘述活靈活現。
好的表達需要真情實感，而真情實感離不開細

節描繪。“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陽的光芒” ：寫一位
女同學，“老師表揚她時，她低着頭，手輕輕地擰着
衣角”，一個害羞的女孩躍然紙上，遠比直接描述要
好得多。

細節是情感的催化劑，生動感人的細節，最能
傳達作者的深情厚誼，最能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又如學生寫他第一次登台領獎的心情，他只說 “格外
激動”。這時就要引導他索性不用 “格外激動”，而是
具體寫下心跳如何加快，全身熱血怎樣往上湧，兩
手怎樣微微顫抖，眼眶是怎樣濕潤的等細節描寫來
表達此時激動的心情。

還有一種情況是，學生的真情實感隱藏起來
不肯表達，這個時候我們不妨用房樹人心理測試一
下，幫助他們打開心結，找到最佳的溝通和表達的
方式。

總之，使文章有真情實感的方法還有很多，可
以採用敘述親身經歷、多用細節描寫、寫清人事要
素、還原生活真實和景物渲染氛圍等方法使文章具
有真情實感。只要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大膽地參
與生活，體驗生活，積累情感，提煉情感，表達情
感 ；同時擦亮塵封的眼睛，觀察高山流水，感知風
花雪月，體驗世態炎涼，捕捉生活中的閃光點、動
情點，發現領悟人間真情，就會寫出更多有真情實
感的好文章。

寫，也並非一定要原原本本地寫，而是可以有取捨，
有變形，有重組。例如可以將 “我” 在不同時空的言
行寫在一件事裡，可以省略某個環節而放大某個細
節，也可以將同學的見聞嫁接到我的身上…… “源於
生活但高於生活”，經過藝術加工的文章，人物形象
更鮮明，故事情節更生動，作品主題更深刻。

2、 要用具體事物表達真情實感
沒有具體事物，文章就沒有了表達真情實感的

媒介。一個背影可以濃縮最感人的父愛，一件襯衫可
以透視周總理的偉大品格，一個巨人的握手可以定格
為時代縮影、一級級的台階可以是父親自尊自強的寫
照……而真情實感一般都是通過具體事物的敘述、描
寫、議論等表達出來的。所以要指導學生在寫作中，
找好情感的落腳點，選好表達的具體事物。

3、用詞造句要準確、實在
文章以情動人，這 “情” 指真情實感。要使文章

的思想感情真實，用詞造句就要較準確、實在，做到
恰如其分。無論是閱讀，還是寫作，都要指導學生注
意遣詞造句，揣摩語言，寫人能使之栩栩如生，呼之
欲出 ；狀物能使之惟妙惟肖，形象逼真 ；繪景能使
之有聲有色，令人神往。尤其是某些詞，表現力令人
叫絕。一位學生作文中寫到 ：春天萬物吐綠，他便對
母親說，“柳樹發芽了”，“是，柳樹爆青了” 一個 “爆
青 “令他驚歎不已，因為 “爆青” 形象地再現那種衝
破冬的禁錮迎來春天的蓬勃的生命力。

4、觀察生活豐富積累
寫作離開了生活，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

以，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時時觀察、感悟、積累生活
中的點點滴滴。把思想的觸角伸向生活的角角落落。
感動、悲傷、憂愁、快樂、苦澀、無奈，生活的多姿
多彩也讓我們的作文豐富起來。感情是誠摯的，它弄
不得虛假，也只有當某些事、某句話、某個眼神真正
觸動了你內心最柔軟的那個部分，它就令你難忘。所
以觀察生活，積累生活，才能有的寫作素材。

5、全心投入調動感情，“情到真時總動人”
朱自清的《背影》非字字珠璣，卻句句動人。

那 “爬月台買橘子的背影” 早已成為永久的畫面定格

82 83
2022 第 2期 2022 第 2期



教學交流 教學交流

教師組織課堂教學要找準教學切入點。有的老師常常會將教學切入點與課堂導入語混為一談，設計巧妙的
導入語，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能使教師順利導入新課，但課堂導入僅限於教學環節的開端部分。找準教學切
入點、選擇恰當的教學切入口則是一種教學手段，可以在課堂教學的各個環節發揮功效，使用恰當的話，能夠
快速突破教學重難點，並能在教學環節之間起到起承轉合、助推教學進程的作用。

本文將以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的《活學中國語文》六上第二單元的教學内容為例，探究找準切入點直擊
目標、解決重難點的教學方法。

一篇講授型課文，在確定了教學目標及重難點後，就要開始考慮尋找教學切入點的問題。《活學中國語
文》六上第二單元是小説單元，本單元的組元主題是 “津津有味讀經典”，其包括的三篇課文分別是第 12 課
（講讀課）《孫悟空智取芭蕉扇》、第 13 課（導讀課）《武松打虎》和一篇自讀課文《諸葛亮巧佈空城計》。單
元説明裡關於閲讀的三個學習重點分別是 ：掌握小説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 ；評價小説人物的性格
和行為 ；掌握閲讀策略（概念圖）。寫作方面的學習重點是 “代入小説的角色，改寫小説結局 ；掌握寫作策略
（代入角色）”。説話方面的學習重點是 “運用恰當的語氣表達故事人物的情感 ；掌握説話策略（運用角色代入
法，表現人物性格）”。文學方面的學習重點是 “欣賞小説的佈局編排和人物的塑造”。語文自學能力的要求是
“培養建構知識的能力”。

現結合單元學習重點及小説的體裁特點，以《孫悟空智取芭蕉扇》一課為例探尋課文内容解讀中教學切入
點的定位問題。就本課而言，在完成初步感知課文、解決字詞等基礎知識後，解讀文本内容部分的教學目標及
教學重難點確定為 ：分析故事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分析評價人物的性格行為。

對本課的課文題目 “孫悟空智取芭蕉扇” 稍作分析就會發現，文章題目包含了小説的兩個基本要素，這兩
個要素同時也是本課教學中要重點解決的兩個問題——情節和人物。

課文題目往往與文章内容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能抓住文章題目中的關鍵要素，並以此為教學切入點
延展到文章内容中，就會省時省力地突破教學難點。“孫悟空智取芭蕉扇” 這個題目裡包括了小説節選部分的
主要人物 “孫悟空”，主要事件 “智取芭蕉扇”。教師可以以此為突破點引導學生圍繞文中孫悟空三次取芭蕉扇
的經歷，分析課文情節、解讀人物行為、概括人物形象。

結合單元學習要點中 “掌握概念圖式閲讀策略” 的要求，同時為了幫助學生順利分析故事情節的發展脈絡
及人物的行為變化，教師可以將課文内容以表格的形式呈現出來。表格一目了然的形式既可以幫學生快速理清
文章内容，也可以直觀呈現文體知識——小説的三要素（人物、情節、環境）。為了隨時調整教學節奏，及時
掌控學生的課堂興趣度和參與度，教學時教師不要急於將整個表格一次性出示給學生，最好是一邊引導學生學
習一邊制表一邊填充文本内容、完善板書（借此表格直接生成概念圖式板書）。如果在教學中發現學生接受度
很高、領悟力很強，可以讓學生在教學互動中自己接續表格並填寫内容以培養學生自主 “構建知識的能力”。

內有千千結 從頭將思緒——
例談找準教學切入點破解教學重難點的方法

張香娜

以題目中的題眼為教學切入點，以表格為學習支架引導學生逐步完成文本解讀，隨着教學内容的層層推
進，表格式導圖也依次完成。

確定整體教學框架之後，具體的教學實施路徑也不是唯一的。教師可以從故事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入
手，也可以從情節的開端處入手。不管從哪個角度着手，就本課而言最好的教學切入點還是在題目的題眼上。

如果選擇從故事的精華部分入手，可以引導學生先解讀題目中的題眼，即人物 “孫悟空”、情節 “智取芭
蕉扇”，進而啓發學生思考分析以下幾個主問題 ：1、悟空總共 “取” 了幾次芭蕉扇？ 2、悟空每次 “取” 扇遭
遇了怎樣的狀況？ 3、“取” 扇時悟空得到了什麽人的幫助，又被什麽人阻撓？ 4、為什麽說孫悟空取芭蕉扇
是 “智取” ？

這幾個問題都是圍繞課文題目生成的，並且都集中在小説情節的發展和高潮部分。從小説最精彩的部分
切入，既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熱情也有利於教師的課堂把控和教學引領。

分析解讀完故事精華部分（小説情節的發展和高潮）的内容后，引導學生回看課文的第一段時，學生自
然而然能概括出這一段是情節的開端部分。文章最後一段實際是在高潮部分直接連接了結局——師徒四人借
扇成功，扇滅火焰山的大火后繼續西行取經。有了前面的學習鋪墊，這一部分的學習對學生來講也不會有難
度。有了表格（概念圖）的輔助，以及從故事最精彩部分直接切入的形式，整個教學過程推進速度很快，學
生參與度也極高，可以說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如果選擇從小説的開端部分進入文本，仍然需要以題目為教學的切入點。可以依據文章題目 “孫悟空智
取芭蕉扇” 的題眼，以下面的形式作為教學第一環節的主問題設置 ：1、孫悟空為什麽要借芭蕉扇？ 2、悟空
去找什麽人借芭蕉扇？以這樣的問題引導學生解讀小説情節的開端部分之後，依循小説的文體特徵，引導學

孫悟空 智取芭蕉扇
人物

情節 環境
（地點）主要人物 次要人物

（表格範例，表格的形式不唯一，只要能夠清晰明瞭的呈現教學内容即可）

孫悟空 智取芭蕉扇
人物

情節 環境
（地點）主要人物 次要人物

孫悟空 鐵扇公主
靈吉菩薩 發展 第一次借扇

（怎樣借扇） 被真扇子扇走 第二段 翠雲山芭蕉洞
幾萬里外的小山

（從故事最精彩部分直接切入形式的表格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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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斷回觀題目，不斷以題目為切入口連接各個教學環節。並隨教學的推進，以表格為支架，逐層完成表格
填充的同時實現對文本的深度解讀。

（從故事開端部分切入形式的表格雛形）
教師引導學生邊閲讀文本邊完成表格的填充，在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也能同步呈現思路清晰的板書，這

個過程也是帶領學生學習繪製概念圖的過程。整個教學環節完成之後，我們會發現教學目標的落實、教學重
難點的突破都在一次次不着痕跡的題眼回觀及文本再切入中同步實現。

最後呈現的板書形式（概念圖）就是下面的這樣一個表格。學生回顧總結本節課的内容時，可以直接借
助表格鞏固小説的基本要素知識（文體常識）——人物、情節、環境，逐步確立閲讀中的文本意識。學生借
助表格能夠一目了然的發現人物關係、分析人物行為，並能利用表格中的關鍵信息提示輕而易舉地完成故事
的復述和對結局改寫的初步設想，同步落實單元學習要點中關於閲讀、説話、文學鑒賞能力提升及改寫小説
結局的具體要求。 

表格中人物一欄之所以被設置成 “主要人物” 和 “次要人物” 兩個部分，初衷是想為學生在以後的閲讀中
能夠對人物形象進行全面分析，在寫作中能將人物描寫的更立體豐滿奠定相對堅實的基礎。要想鮮明的凸顯

孫悟空 智取芭蕉扇
人物

情節 環境
（地點）主要人物 次要人物

師徒四人 村民 開端 為什麽借扇 去路被阻 第一段 西行路上火焰
山

孫悟空 智取芭蕉扇
人物

情節 環境
（地點）主要人物 次要人物

師徒四人 村民 開端 為什麽借扇 去路被阻 第一段 西行路上火焰山

孫悟空 鐵扇公主
靈吉菩薩 發展 第一次借扇

（怎樣借扇）
被真扇

扇到幾萬里外 第二段 翠雲山芭蕉洞
幾萬里外的小山

孫悟空 鐵扇公主
山神 發展 第二次借扇

（怎樣借扇）
借到假扇
火更大 第三段 芭蕉洞

火焰山

孫悟空 牛魔王
鐵扇公主 高潮 第三次借扇

（怎樣借扇）
騙到真扇
又被騙走 第四五六段

積雷山
芭蕉洞

去火焰山的路上

孫悟空 牛魔王
天兵天將 結局

借扇扇滅
火焰山

繼續西行

天兵天將相助
借到寳扇 第七段 火焰山

西行路上

結局改寫設想框架
人物 情節 環境（地點）

（完成整個教學環節之後的完整表格範例）

主要人物的形象特質，少不了通過用次要人物的對比襯托來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點。寫作中的人物描寫也
一樣，學生在以後的習作中要不斷提高人物描寫的能力，藉助次要人物反襯主要人物是將人物寫的立體、豐
滿的一個有效方法。

表格最後一欄的 “地點” 項可以根據學生的具體發展情況決定是否要加上。因為本單元的學習重點裡只
涉及到了對人物和情節的要求，因此學生能夠掌握小説的情節和人物的相關知識，通過對文章的學習能分析
故事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及人物行為性格即可。小説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自然環
境包括人物活動的時間、地點、季節、天氣、景物及場景等，是對時令時節、風霜雨雪、山川河流、花草樹
木等自然景物的描寫。就本篇課文而言，雖然沒有典型的自然風貌、場景的描寫，但是文中涉及到的幾個跟
隨情節轉換而不斷變換的地點在《西游記》原著的描寫中卻是非常經典的。教師可以用這種在表格中單獨設
欄列出來的方式，吸引學生去閲讀原著。有了本課學習的基礎，學生再回歸原著閲讀的時候不僅不會覺得内
容艱深，反而會被文中流暢精美、惟妙惟肖的描寫所吸引而閲讀的更深入。

透過文章題眼、結合文體特徵找準切入點解讀文本的方法，可以作為比較有效的閲讀策略讓學生在以後
的學習中不斷掌握和實踐應用。學生能夠在課堂上習得閲讀策略比單純分析一篇文章的文意和内容主旨意義
要大得多。學生掌握了解讀文本的方法後，不管是在賞析性閲讀中還是在閱讀理解測試類的閲讀中，都能夠
有意識的邊閲讀邊思考，真正實現知行合一、學以致用。

本課學習到的通過找準切入點，捕捉文章中心、破解文章主旨、領會思想情感的閲讀方法，學生可以直
接應用到接下來的導讀課文和自讀課文的學習之中。《武松打虎》、《諸葛亮巧佈空城計》兩課的學習，就可以
通過抓住文章題目中的題眼、結合文體特徵直接切入課文中心的方法，實現對文章情節的把握和對人物形象
的分析理解。

為了鞏固課上所學的文本解讀方法，同時擴大學生閲讀量實現以讀引讀，可以將《西游記》原著的章回
目錄展示給學生，讓學生自己根據回目進行内容預測，再選擇自己喜歡或感興趣的章節進行閲讀。學生可以
在課下時間就自己喜歡的章節自由結成閲讀興趣小組進行閲讀交流及交流成果展示。一些比較精彩的章節，
同樣在題目裡體現了故事的人物、情節和環境，很適合學生進行延伸學習和拓展閲讀。比如本課節選部分的
原章節《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豬八戒助力敗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以及《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參》《屍
魔三戲唐三藏 聖僧恨逐美猴王》等章節都是學生實踐閲讀策略的很好内容。

找準教學切入點並快速進入文本是直擊教學重點、解決教學目標的重要手段，也是幫助學生快速把握文
意、準確理解課文的最佳着力點。切入點找的準確又巧妙的話，學生分析理解課文也會更容易、更深刻透徹。

教師的教學貴在啓迪智慧，引領學生思維發展，因此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結合文體特徵及題目中的
題眼找準教學切入點，引領學生用概念圖的方式學會自主閲讀的方法，就是學生開拓思維深度解讀文本把握
内容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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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閱讀教學有效性策略研究
系列（字詞篇）

王  剛 

上個世紀，以呂叔湘先生為代表的業內行家，就
曾對中文閱讀教學提出了質疑，認為教學目標模糊，
內容寬泛、效果滯後。

現時的閱讀教學似乎也存在不太注重閱讀策略的
培養，缺少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過程訓練等問題，甚至
出現過度關注、挖掘文本，偏離中文課堂屬性的捨本
逐末的教學行為，並美其名曰 ：“跨界”。跨界本是一
種前沿的創意，但倘若喧賓奪主，迷失初衷，便會事
與願違。

當下的中文科閱讀教學可能存在這樣兩大痛點 ：
一是學生學習了不少課文，但在獨立的閱讀實踐中，
還是感到無從下手，反映在測試上，便是成績起伏較
大 ；二是我們對閱讀中的整合與理解，反思與評價的
一些結論常常以灌輸為主，而非學生主動探索所得。
久之，學生的閱讀參與意願減低，限制了學生中文學
科思維的發展。 

一言以蔽之，痛在 “ ‘是什麼’ 講得太多，‘為什
麼’ 講得太少”。這個 “為什麼” 就是中文科閱讀教學
的有效性策略。
    字詞學習是中文科閱讀教學的基石。下面將從 “造
字法” 同 “語義呼應” 兩方面策略進行分析。

（一）造字法
漢字作為音義結合文字，確實為其含義的理解帶

來了極大的便利。尤其是約佔七成左右的形聲字，形
旁表意，聲旁標音。東漢著名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
解字》中為其下的定義是 ：以事為名，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所謂以事為名，即依據事物的分類，來確
定所造字在萬物中的屬類，並以此作為新字的表意部
分 ；取譬相成就是從日常口語中，選取讀音相同或相

近的字，來作新造字的標聲部分。許慎所舉江、河
二字，原本是為專為長江、黃河而造，由於均屬水
類，所以都用 “水” 來表意，繼而又根據口語中江、
河的發音，分別選取了 “工”、“可” 來標音，於是就
構成了江、河兩個形聲字。

江、河二字的普通話發音與其聲旁已有很大
區別，但在廣東方言中，工、可的發音倒很是接近
江、河的語音。雖然聲旁的發音和現如今通行的普
通話語音相比，有些發生了變化，但形旁表意的功
能卻較為穩定。我們在閱讀時，要充分利用形旁表
義帶來的理解便利，提高閱讀效率，加深認知記憶。

以 “王字旁” 為例。它所組成的字大多與玉相
關。比如古人祈雨用的玉器 , 上刻龍紋，稱 “瓏”，
玉器相撞之音謂之 “玲”，二玉相合為一便是 “玨”，
紅玉為 “瓊”，青玉是 “琳”，甚至連玉上的斑點都有
名字，叫做 “瑕”。

古文中有相當比例的單音節詞，也就是一個字
的詞。這些詞對事物的每種狀態都有相應的描繪，
好處是表意精准，但也有悖語言的經濟性原則，造
成詞彙的繁冗。閱讀時，我們需善用形旁的表意功
能，確定事物的屬類，提高理解的效率。

以人教版高中語文教材《蘇武傳》中節選為
例。“武氣絕，半日複息。惠等哭，輿歸營。” 其中
“輿” 字是理解的難點所在。輿，從車舁聲，疏通語

意時只需把握形旁，知道字義同 “車” 相關即可。選
文可理解為 “蘇武本來已斷氣，過了半日才恢復氣
息。常惠等人哭泣着，用車子把蘇武抬回營帳。”

除了形聲字的形旁，指事、會意造字法也有特
徵明顯的表意屬性。

同樣有助於字詞的理解。如 “本” “末” “朱”，
都是指事造字法的產物。這三個字，通過在象形字
“木” 上添加符號，來表示 “木” 字本義 “樹” 的

不同位置和特徵，從而創造出新字。“本” 為樹根，

這首唐詩業已入選《中國語文》（澳門教青局出版）
初中二年級上冊教材。詩中較難理解的詞語是“班
馬”。其難點在於，現代漢語的常用表達語彙中，並
無此種組合，但是有一個與之音同形似的詞“斑馬”。
從空間上來講，斑馬無法出現在詩歌的場景中，而且
斑馬作為大自然中野性難馴的生物之一，古往今來，
不知有幾多人因其獨特的外在，希望將其作為交通工
具，但都以失敗告終。

讀到詞句時，之所以會有學生很自然的關聯到 “斑
馬” 一詞，究其根本，是由於在現代漢語普通話的表
達習慣中，多以雙音節的詞彙為主，而古文卻常見單
音節。例如 “故事” “非常” “妻子” 等詞，古文當中
的含義為 “過去的事情” “不尋常” “妻子同子女”，相
當於六個詞的組合，這一點在教學中應該向學生言明。
有些注釋將這種現象標注成 “古今異義”，從結果上
來講，確是如此。但此種解釋無法使學生從“運用規律”
的層面加以理解，學習止於識記既有結論，難以做到
舉一反三。

“末” 是樹梢，“朱” 是樹幹或一種樹心為紅色的樹
木。相信對字源的稍加瞭解，會使得字詞理解變得
更加生動。如下圖所示， “本末倒置” 直觀上的意思
就是頭尾顛倒，該詞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時期。

回到這首唐詩中，“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如果意識到單音節詞的存在，即使不理解 “班” 字
的含義，只要將其同 “馬” 字分離開，仍然不影響
整句話意思的疏通。意為 “馬兒發出蕭蕭長鳴”。

教材在課下注釋中，將 “班馬” 解釋成 “離群的
馬”。只有結論，而缺少依據，需要授課教師補充詮釋。
中文課堂對於字詞含義的講解，往往 “是什麼” 講
得太多，“為什麼” 講得太少。而沒有 “為什麼” 支
撐的 “是什麼”，可能會徒增記憶的負擔，降低學習
的熱情。

“班” 字作為會意字，好似用一把刀在切分兩串
玉，引申為 “分開” 之意。《尚書·舜典》中 “班瑞（瑞
玉）於群後”，用的就是本義。

（本、末、朱）
再以唐詩《送友人》為例。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裡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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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讓學生對此字源稍加瞭解，不僅有助於加深
認知記憶，而且在脫離這首唐詩的語境後，仍可靈活
運用於其他語境。

造字法本身就具備很強的規律性，借助字源的講
解，使學生對字詞的理解，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達
成趣味、高效地完成認知任務的同時，也符合青少年
認知發展的特點及規律。

（二）語義呼應
“名門望族” 這個詞經常被誤寫作 “名門旺族”。

誤寫之後，看起來似乎還很和諧。其實如果拆成獨立
的兩個詞，即 “名門” 同 “旺族”，兩詞在邏輯和語法
上都是成立的。但若合成一個詞，“名” 與 “旺” 在詞
性和詞義上無法形成呼應，“旺” 便是錯字。“名望”
才是正確的組合，“名氣” 同 “聲望” 形成語義呼應。

文本在結構上的這種對應關係，也有助於我們合
理的推測較生僻的詞義。《世說新語》中有如下內容 ：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
軛 ；詣

3

黃叔度，乃彌日信宿。”
選文中加點字 “詣” 的現代漢語常用義為 “造詣” ，

是名詞，顯然同語境不符。並且 “詣” 字從言、旨
聲，形旁 “同講話相關” 的提示，也無法使文意連貫。

但若結合前文，不難發現 “詣黃叔度” 在結構和內
容上與 “造袁奉高” 遙相呼應，那麼 “詣” 同 “造” 字
在意義上應該近似。“詣” 字在此處可理解成 “造訪”。

另外，語義的呼應，還有助於我們釐清句讀。之
前講過，古文中有相當比例的單音節詞，也就是一個
字的詞。而在現代漢語普通話的表達習慣中，多以雙
音節的詞彙為主。閱讀文言文材料時，學生往往會下
意識地用現代漢語的表達習慣來理解文意，造成閱讀
障礙。教學過程中，如果只是被告知詞義，就無法起
到舉一反三的教學效果，學習效能低下。

培養學生有意識地關注文本在結構、內容上的
呼應關係，既利於句讀的劃分，還能養成整體思維
的閱讀習慣。仍以《世說新語》中的文句為例 ：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
清天下之志。”

“行為世範” 一句，很明顯與前句 “言為士則” 相
呼應。因此，“行為” 應該是兩個詞。由於與前句在內
容上高度同質化，屬於在內容層面的鋪排，翻譯時，甚
至可以同前句合併，譯為 “言行是當世楷模” 即可。另
外誦讀時，“行為” 兩詞之間應有停頓，以使文意明晰。

特別是在一些講求結構工整的文章當中，善用
詞義呼應原則，可以對一些不易解釋的用詞現象，
做出更為準確而理性的說明。

曾經有學生問起，在荀子的《勸學》中有這樣
兩句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

3

千里” 同 “故不
積跬步，無以至

3

千里”，為什麼在翻譯時，兩句中的
“致” “至” 意義相同，卻使用不同的字呢？

這個問題曾經也很困擾我， 翻查辭書，亦有
“致” 通 “至”，到達之意。其實，如若不只是將目

光聚焦在這兩個字本身的區別上，而是稍稍放眼前
後文，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
3

千里 ；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而絕

3

江河。” “致” 與 “絕” 相呼應，強調
完全、徹底、不留餘地的達成目標。現代漢語中也
有 “極致” 同 “絕佳” 這樣的表述。

而在 “故不積跬步，無以至
3

千里 ；不積小流，
無以成

3

江海” 中，“至” 同 “成” 相對應，指達到、
完成。整句強調沒有前項的條件，就沒有辦法達成
後項的結果。

正所謂 “山重水複疑無路 , 柳暗花明又一村”，
語義呼應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效的路徑。

小學數學教學中鷹架策略的應用
——東南學校小學數學課堂教學反思

葉明珠  李劍青

日常概念是學生在社會互動中就能獲得的，而數學概念必須透過學校嚴謹的教學。但數學符號和方法的抽
象化讓一部分學生對數學一知半解或有畏難情緒。班級整體教學中，由於教學策略的不當選擇，常常會出現少
數學生參與課堂活動，多數學生作陪襯的情況。長此以往，便會拉大學生之間的差距，造成學習困難的學生人
數增多的現象。作為教師，要瞭解小學生的認知發展規律，選用合適的課堂教學方法，設計適合學生學習的教
學活動，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進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學習效率。

東南學校數學科組對數學課堂教學方法進行了初步探索，也取得了教育局內地優秀教師葉明珠老師的大力
支持和指導。數學科組全體教師認真學習了鷹架理論，在小學數學課堂中採用 “鷹架策略” 進行教學，通過教
師提供有效協助，為學生學習搭建 “腳手架”，讓學生參與數學知識和方法的建立和建模過程，進而適應高階
數學思維的學習，幫助學生順利完成學習任務，建立學好數學的信心，促進學生學習興趣的長久保持，避免了
部分學生因為無法達成學習目標而產生挫折情緒的現象，實施以來取得了良好效果。

鷹架教學又稱鷹架理論、支架式教學，由美國人伍德提出，他借用這個術語來描述學生在學習一項新的概
念或技能時，教師通過提供足夠的支援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的教學方法。鷹架可以分為三類 ：教學者鷹架
（教師通過耐心講解、回饋、給線索、鼓勵、拆解問題……給予支持）、同才鷹架（學生之間通過幫助、示範
模仿、交流……給予支持）、學習工具鷹架（借助學具、軟體……給予支持）。

鷹架具有臨時性和輔助性，只在學生需要時才提供幫助，最終的目標是學生能獨立完成任務。就像嬰兒學
步和騎腳踏車，在孩子還走不穩的時候，成年人可以提供攙扶或者是學步車，等孩子可以獨立行走時，攙扶和
學步車就可以撤掉 ；騎腳踏車也如此，兒童腳踏車後面有一個輔助輪，騎不穩時，輔助輪起到了支撐和幫助
的作用，騎得穩時，輔助輪就可以去掉。鷹架教學理論來自前蘇聯着名心理學家維果茨基的 “最近發展區” 理
論和皮亞傑提出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搭建鷹架要在學生最近發展區範圍內，我們用貼近學生的生活情景激發
學生學習興趣，情景中創設知識衝突，根據學生的個體差異，找到合適的時機和合適的方式。

這裡列舉我校小學數學科組的老師在教學中應用鷹架的三個案例。
案例 1 ：二年級《認識克》教學中鷹架策略的應用。
1. 復習舊知，鋪墊新知
①（   ）個 5 是（   ）
②看天平讀砝碼
本節教學的重點是通過用案秤稱物品，學會讀品質的一般方法，教學之前，教師復習了（  ）個 5 是（  ），

為接下來讀數做好準備。
2. 學習單輔助閱讀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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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通過學習單，為學生提供思考路徑，讓學生的思路可視化，降低學習難度，當學生熟練之後，就可以
脫離學習單，直接讀出品質。

案例 2 ：四年級《同分母分數加法》教學中鷹架策略的應用。
1. 溫習舊知，喚醒經驗
教師複習分數意義、分數的計數單位以及計數單位的個數、分數化簡，鞏固了本節課的前置知識，將學生

的學習起點儘量拉到同一水平線進行新知的學習，排除了學習新知的障礙。
2. 鼓勵個別孩子說下去
老師提問學生 ：3/8 裡包含了多少個 1/8 呢？
生 ：3 個。
師 ：1/8 表示什麼意思呢？
生 ：把一個披薩平均分成 8 份，取其中的 1 份。
師 ：3/8 裡又是什麼意思呢？
生 ：把一個披薩平均分成 8 份，取其中的 3 份。
師 ：所有 3/8 裡包含了（    ）個 1/8 ？
生 ：包含了 3 個 1/8。
教師沒有因為學生沒有給出預期答案就急於否定，而是針對孩子的回答，給與孩子積極回應，用語言耐心

引導，為孩子搭建思維的腳手架，輔助孩子理解並用語言完整表述。
3.  動手操作、直觀模型與算式緊密結合理解算理

（1）1個大格是_____________克；
（2）1個大格有_____________個小格；
（3）1個小格代表_____________克；
（4）大格_______+小格_______=_______(克）

（1）1個大格是_____________克；
（2）1個大格有_____________個小格；
（3）1個小格代表_____________克；
（4）大格_______+小格_______=_______(克）

列式 一共包含了幾個　 答案

A和B一共吃多少個？ （       ）個

8
1

8
1

小學的孩子抽象思維能力比較弱，需要直觀事物的支撐，通過設計同桌兩人共同塗一個圓的活動，一人塗
1/8，一人用另一種顏色塗 2/8，讓孩子在面積模型上直觀看出同分母分數相加的過程，理解分母不變，只把分
子相加的道理。

表格中 “一共包含了（    ）個 1/8”，讓學生的思維外顯，幫助學生進一步理解和表達，促進對算理的理
解。

4. 合作學習，交流互助
動手操作之後，教師讓同桌之間互相說說得到 3/8 的過程，語言是思維的外衣，在同桌互說的過程中，梳

理思路，通過同伴示範、模仿、糾正、建構的過程，理解同分母分數加法的算理。
5. 用好錯誤資源，在認知衝突中理解算理
在總結回饋時，有一個孩子的答案時 1/8+2/8=3/16，教師沒有簡單的呈現正確的答案，而是將這個孩子

的答案投影出來提問 ：同學們，你們同意他的想法嗎？生 ：不同意。師 ：他錯在哪里？生 ：他們一共塗了 8
份中的 3 份，所以分母應該還是 8。師 ：對呀，我們是把一張紙看作單位 1，平均分稱 8 份，他後來把幾張紙
看成單位 1 了？謝謝這位同學的提醒，我們以後才能少出這樣的錯誤。

案例 3 ：五年級《小數的近似數》教學中鷹架策略的應用。
1. 復舊引新，方法遷移

在引入環節，老師復習了求整數的近似數的方法，既鞏固了舊知，又為小數近似數的方法遷移做好準備。
2. 借助數位順序表回憶小數

用［四捨五入］法取整數的近似數 看十位上的數

（a)　82 713 取近似值至百位是 __________。
（a)　54 028 取近似值至十位是 __________。

看個位上的數

整數部分 小數點 小數部分

⋯ 十位 個位 ・ 十分位 百分位 千分位 萬分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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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數位順序表復習小數知識，深化對小數數位的理解，讓學生的思路可視化。
3. 借助數位順序錶帶着問題閱讀自學新課，發現規律

取一位小數（即取至十分位）

閱讀自學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式，教師為學生提供數位順序表，讓學生更直觀的看到小數取近似數的過
程，讓學生的閱讀自學活動更有抓手，將數學思維可視化。

4. 在對比中深化感知
①（a）、（b）、（c）三部分例題的相同點是什麼？不同點又是什麼？
②   用 [ 四捨五入法 ] 取整數和小數的近似數有什麼相同？
本課採用了兩次對比學習，第一次是三組數據對比異同點，第二次是小數與整數取近似數的異同點，對比

學習便於學生抓住知識的本質，深化對取近似數方法的理解。
要為學生的學習搭建鷹架，教師要先讀懂教材，讀懂學生，清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困難，才能選擇合適

的教學方式，為學生提供有效幫助。我們通過以下方式進行嘗試 ：搭建新舊知識之間的橋樑，將抽象的數學知
識直觀呈現，將抽象的思維過程可視化，拆解問題，降低了學習的難度，充分運用談話、提問、追問等方式，
提供學生解題策略的引導，最終使學生獲得獨立獲取知識的能力。我校小學數學科組老師們嘗試用鷹架策略組
織教學活動，觀課之後，利用集體教研時間進行討論和經驗分享，在鷹架的搭建方面取得了一些效果，積累了
一些經驗，未來我們科組的 “鷹架閱讀與合作學習” 的課堂教學模式研討與實踐還需要長時間的摸索與歷練。

活動參考了以下課堂教學研究 ：

[1] 毛炳楠 , 國民小學數學教師教學鷹架策略分析之個案研究
[2] 陳昇飛 , 教師語文教學鷹架之搭建及其教學策略之發展

對澳門小學中高年段深層次閱讀
與寫作教學的嘗試與思考

馮迪鴻　翁思眉　黎燕婷

一、問題的提出

因為對教與學的誤解，我們習慣於把課文裡內容事實當作知識平移、傳遞給學生，學生被動地接受後，
再沒有得到教師如何運用並解決問題的教學，從而讓課文裡的知識變成了 “惰性知識”。尤其在小學的中高年
段，我們在處理教材和實施教學時，習慣於孤立地備課並實施課文教學，沒有從學習單元整體上統籌，把一個
有機的教材整體撕裂了，忽視甚至誤會了教青局出版的小學《中國語文》教材的編寫意圖。比如，把 “讀中學
寫” “體系寫作” 變成了 “讀寫互不相干”，從而使學生的理解和思考變得相對膚淺，學得被動，興致不高，效
率偏低。

那麼我們如何開展對小學中高年段深層次閱讀與寫作教學呢？

二、教學嘗試

基於此，我們於 5 月 14 日在澳門婦聯學校進行了 “ ‘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劃’ 系列活動之《四年級
說明文教學、五年級想像作文教學》”，旨在對深度學習進行嘗試。本次活動是這樣安排的 ：先由婦聯學校翁
思眉老師執教五年級作文指導課《< 西遊記 > 裡選同伴（教青局版《中國語文》）》（25 分鐘）；接着由婦聯
學校黎燕婷老師執教四年級說明文《在星星的幫助下進入太空（教青局版《中國語文》）》（40 分鐘）；最後由
翁思眉老師執教五年級作文講評課《< 西遊記 > 裡選同伴（教青局版《中國語文》）》（15 分鐘）。三個教學過
程，大致如下 ：

（一）作文指導課

1. 思維訓練，開啟想像
（1）（閉上眼睛，展開想像）實物長出翅膀 ；老師手上無中生有的七色花。
（2）小結 ：想像是無奇不有的，只有做不到，沒有想不到。
2. 啟動想像，錨定場景

（1）請學生閉上眼睛，在腦海中呈現在某地做某事的場景或是回想一個印象深刻的場景，概括出關鍵詞，
完成工作紙 “場景” 一欄。

（2）小結 ：場景可以是憑空想像出來的畫面，也可以是現實經歷中印象深刻的畫面。
3. 確定波折，激發想像

（1）複習四年級學過的波折，讓一個簡單的事故變成一個有趣生動的故事。教師出示波折圖。
（2）根據情緒的波折，完成波折圖。
4. 添加主人公，豐富想像

（1）交流《西遊記》中的人物名稱、性格和本領，並運用遷移的方法把角色想像到自己剛才設定的場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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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明白人物遷移，就是把記憶場景中，引起情緒變化的人，遷移成《西遊記》中的角色。
（2）遷移細節，即通過遷移把書中、電影中、或者遊戲中玩到過的類似的神奇或者魔幻的細節遷移到設定

的場景中去。
（3）明確作文要求 ：

（1）運用遷移的方法加入一個《西遊記》中的角色做同伴。       
（2）故事中包含兩個以上的波折。
（3）要寫出故事的細節。（至少兩項以上）
（4）語句通順，題目自擬。

5. 病文糾錯，規範想像

（1）引導學生發現病文中故事情節沒有波折（病文略）。
（2）引導學生發現病文中沒有細節描寫（病文略）。
6. 美文欣賞批註，引導學生

引導用不同的符號，把美文的符合作文四個要求的部分標注出來。（美文略）
（二）說明文教學

1. 啟動經驗，鋪墊理解

（1）“太” 字的寫法，聽寫 “太” 字。
小結 ：簡單的事情，我們做起來很容易犯錯。
2. 初讀課文，指導讀出文藝味

（1）齊讀課題。
（2）分段朗讀課文，為學生理解作者表達的兩個錯、三個問題作鋪墊。
（3）鞏固生詞、重點句。
3. 發現 “結構”，複述課文

(1) 由於人們認為開着太空船飛向火星是件簡單的事，所以容易犯兩個錯，人們容易犯哪兩個錯？（小組
內完成） 

錯誤一︰我讓飛船的頭對準火星，一直對着它往前飛，直到抵達火星為止。
錯誤二︰只要檢查航向就行了。
(2) 圍繞這兩個錯誤，課文提出了哪三個問題？
問題一︰當你離開地球以後，應該朝甚麼方向前進呢？
問題二︰該怎麼辦呢？
問題三︰那麼，用甚麼辦法來檢查呢？
(3) 出示這三個問題在書中對應的答案，並指出這是設問句和假設說明方法。
小結 ：作者就是先找出進入火星時會容易犯的錯，再圍繞錯誤去設計問題，進行解答，這種設問的修辭

手法把飛向火星這件事說明白了。
(4) 借助板書，脫離文本，複述課文內容。
4. 遷移結構，指向單元習作

導語 ：想把番茄炒蛋的製作過程說明白，先思考做番茄炒蛋時容易犯的錯，然後再設計問題。

小組討論，進行匯報。
5. 課堂總結，佈置作業

課文第 7 段留待下一課時，用兩錯三問題的 “結構” 進行改寫 ; 生詞和句式等基礎練習留待下一課時。
（三）作文講評課

1. 明確要求，任務驅動

（1）大家看看我的想像力魔幻嗎？
（2）通過本堂課的學習，我們設置了場景，設計了波折圖，又找到了厲害的《西遊記》中的同伴，在上課

過程中，同學們都張開了想像的翅膀，最後再明確寫作要求。
（3）創作想像作文——《西遊記》裡選同伴。
2. 運用標準，學會修改

（1）自評作文。
齊讀自評作文的方法及評分標準，完成自評。

標準 自評 他評 老師評
1.要有《西遊記》的一個角色做同伴。（30%）
2.故事中包含兩個以上的波折。（30%）
3.要寫出故事的細節（至少兩項以上）。（30%）
4.語句通順（5%）
5.題目自擬（5%）
總分

（2）他評作文
同桌交換作文，按評分標準進行評分。

（3）師評作文
通過老師講評，讓學生學會自我修改作文。
三、思考

研討與交流時，與會老師們認為兩個課例效果顯著 ：一是翁思眉老師在 80 分鐘內圓滿地完成了五年級想
像作文的指導、寫作和講評，而且所展示的作文想像豐富，有點神奇和魔幻的色彩 ；二是 40 分鐘的說明文教
學，黎燕婷老師實現了長文短教，指導學生不僅把近 900 字的文章讀得有聲有色（因為這是一篇具有文藝性的
說明文），複述了課文，還嘗試運用課文裡第二人稱、兩個誤區三個設問的寫法來說明生活中番茄炒蛋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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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三是學生反應積極，參與雀躍，四年級學生用一節課就完成了課文學習的絕大部分任務，五年級的學
生經過短暫指導後，40 分鐘就完成了 400 字的想像作文，每個故事有波折，有細節，還初步學會了修改作文。

何以取得這樣的成效？
一是教學側重點變化了。在說明文教學裡，側重點由課文本位的知識，轉到理解本位的知識 ：黎老師沒

有糾纏於太空飛行的知識，而是努力引導學生理解如何把 “進入太空” 說明白的結構，並遷移運用。在想像作
文教學裡，翁老師沒有糾纏於選同伴的理由和方法，側重於學生個體化地展開表像思維的具體操作，比如遷
移、定格、合併等。這樣就能讓學生的閱讀寫作學習，告別了膚淺，還原了課堂上學生的深度閱讀和表象運
思，展示學生基於高階思維的理解性語文學習，體現了教師針對學困情境及時、恰當地提供學習支架的教學情
境，從而破解由於淺層次閱讀和抽象作文運思而導致的高耗低效、學業倦怠等教學謎思。

二是備課方向變化了。教青局版《中國語文》教材裡的作文是按照 “讀中學寫” 和 “讀寫分開” 來編排
的，任何閱讀與表達的實踐都是一個循序漸進、螺旋上升的整體，只有在學習單元裡，才能發現閱讀與作文之
間微妙的關係，只有放眼於 “介紹手工製作” 的單元作文，才能發現每篇課文裡如何把事情說明白的 “結構”，
也才能在集體備課中給學生準備一套程式性的知識 ；五年級的想像作文是按 “讀寫分開” 來編排的，但只要和
四年級童話作文裡的 “波折” 統籌起來備課，就會發現教材裡 “三個典型場景” 的編寫意圖 ：只有想像出故事
的兩三個波折，才能反映 “新同伴的兩三個個性特徵”。如果說四年級說明文備課的視域是橫向的讀寫學習單
元，那麼五年級想像作文備課的視域是縱向的跨年級作文學習單元。只有我們把備課的視域投向學習單元的整
體，我們才可能設計 “深層次閱讀” “表像思維操作” 等學習活動，才可能設計適合學情的教學支架，從而提升
當下課堂教學之實效。

我們看到的東西都一樣，又都不一

樣。就像一篇文章，一首詩歌，我們讀到

的東西都一樣，又都不一樣。每個人的感

受力都不一樣，賞析詩歌，要培養自己精

緻的內在感受力，這樣才會被作者感動，

被作品感動，才會越深入越喜歡。

以前讀杜甫的詩歌只覺得他是一個特

別苦的老頭，一生充滿悲情色彩，再讀杜

甫的蜀相時，對杜甫有了多一份的瞭解，

原來這個苦巴巴的老頭，也有其可愛和張

揚的一面。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對

富貴人家的辛辣諷刺力透紙背 ；原以為他

恨極了權貴，但曾經的他卻也是入世之心

很迫切——希望 “立登要路津” ；原以為

他是一個謙虛內斂的人，沒想到他對自己

的才能卻又極其自負—— “自謂頗挺出”、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而且他一

點也不低調，政治理想極其高遠—— “致

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現實卻非常殘

忍—— “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他的

整個一生都很不如意，仕途坎坷，窮困潦

倒。但即使這樣他卻 “位卑未敢忘憂國”。

正是這份始終不變的初心，杜甫感動了我

們，他的作品打動了我們。而《蜀相》就

是一個絕好的代表。

也許是跟自己個人的經歷有關，杜

甫很擅長書寫生命具體的苦難和哀痛。讀

杜甫的《蜀相》我讀到一種令人心疼的傷

痛。當這樣的一種傷痛放在歷史長河中，

放在家國背景下，我們更能體會到杜甫作

為詩聖他的仁愛之心、他的憂患意識、他

對蒼生悲憫的情懷。杜甫總是能夠把自己

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把

自己的痛苦放在盡可能宏大的時空中，使

他的悲涼顯得並不渺小。他的悲哀雖然是

個人的命運，卻是相當的深厚而且博大。

《蜀相》，詩的題目以及開篇第一句

的開端 “丞相”，杜甫沒有用諸葛亮、諸

《
蜀
相
》—

—

一
種
詩
意
的
傷
痛
楊
海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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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孔明、臥龍等人們熟悉的字眼，而是用 “蜀

相” “丞相” 二字，其用意是，“蜀相” “丞相” 是

一個充滿歷史厚重感和家國情懷的詞語。把諸葛

亮放在歷史長河中，家國背景之下，諸葛亮不再

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而存在，而是和蜀國命運、

社稷蒼生聯繫在一起，這樣才能引起更多人情感

共振，產生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

“丞相祠堂何處尋”，詩人在現實中尋的是諸

葛亮的祠堂，在歷史的長河中尋的是諸葛亮的功

勳和精神，在自己的靈魂深處尋的是自己的政治

理想和精神慰藉，在家國的高度尋的是救國的

路徑和圖強的方略。一個 “尋” 字，集個人、民

族、國家的苦難於一身，可謂是一字千鈞！它包

含着對諸葛亮的敬仰與懷念，充溢着個人的歎息

與淚水，同時滲透着對現實的傷痛和思考。 

 “錦官城外柏森森”， 選擇松柏作為詩歌的意象是

詩人表達感情的需要。王國維說過 “一切景語皆

情語”，《論語》中寫道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也”。松柏是諸葛亮偉精神魅力和偉大人格

的集中體現。用 “森森” 來寫松柏更見出荒蕪之

感、悲涼之意。越是草木茂盛，越見出荒蕪，

就如杜甫《春望》中的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深”，又如姜夔《揚州慢》中的 “過春風十里。

盡薺麥青青”。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這兩

句詩繼續把首聯中的悲涼感延伸開去。如果把 

“自” 和 “空” 兩個字抽離出來， “碧草”、“春

色”、“黃鸝”、“好音”，這些都是春天最有代表的

美好的景象，充滿生機，充滿活力。但是如果將 

“自”、“空” 二字嵌入其中，這兩句詩的意境立

馬出現了巨大的反轉。“掩映台階的碧草空自展

現着一派生機勃勃的春色美景，穿梭在綠葉間的

黃鸝徒勞地啼鳴傳遞出婉轉歌聲”， 春色撩人這時

卻趨於黯淡，鳥語花香這時卻歸於寂寥，生機盎

然的意境立馬消失了，荒涼的情狀開始突顯出

來，我們瞬間感受到詩人深沉的悲哀和濃重的

惆悵。顯然，這兩句詩不僅僅是寫景，更是抒

情。詩人空有遠大的抱負和一身的才華，卻請

纓無路，報國無門。詩人借樂景反襯哀情，倍

增其哀，更見出詩人內心的悲涼。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天下

計”、“老臣心” 不僅表現了諸葛亮的雄才大略、

輔佐兩朝、忠心報國，而且突出了劉備知人善

任、諸葛亮竭忠盡智、君臣肝膽相照的魚水深

情。寫到這裡詩人應該是很傷感、落寞的。

我們知道杜甫理想很大，才華很高，但難遇明

君、請纓無路，報國無門。落差之大，打擊之

大，可想而知。這一聯，我們看到杜甫是那麼

羡慕諸葛亮，得遇明主，功成名就。我們也感

受到杜甫對諸葛亮功業的敬仰、讚頌之情，對

相知相得、肝膽相照的君臣關係的羡慕之情，

對自己壯志難酬、功業未成的惋惜之情。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諸

葛亮得遇明主、功業赫赫，他出師伐魏，未能

取勝，病死五丈原，尚且讓人覺得遺憾，更何

況是那些懷才不遇、壯志未酬的失意英雄呢？

透過一個 “英雄淚”，折射出中國文人以天下為

己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引發無數失意英雄的

情感共鳴。也讓我們看到了全天下那些像杜甫

一樣壯志難酬的知識份子的苦悶和堅守。

全詩所懷者大，所感者深，每一字，每

一句都滲透着一種詩意的傷痛。走進詩歌的深

處，才發現——我們早已在詩歌中沉淪……

小
人
國
記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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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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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幼稚園的體能教育主要通過體能

課來展開，每節體能課三十分鐘，所以如

何在這三十分鐘裡完成設計的教學內容，

並達成教學目標變得格外重要。在這樣的

前提下，自然就會對教師的 “教” 格外關

注，我們需要教師對動作絕對的熟悉，通

過示範、兒歌式的指導語等方式傳遞給幼

兒，要求幼兒做到，並以此為標準。

但有些動作確實比較複雜，很難用簡

單的語言表達清楚。比如匍匐爬，在一個

標準的匍匐爬動作中，幼兒需要軀幹貼在

地墊上，手肘和異側腿發力交替協調向前

爬，同時要抬頭看前方。

前幾年在教小朋友匍匐爬的動作時，

我會強調三點，手臂，身體和腿。但我發

現幼兒很難做到，一個個生龍活虎的小士

兵都變成了 “傷員”，顧得上腿，顧不上

手 ；注意到手臂了，腿又不會動了。我

很是困惑，小朋友也不開心。更為嚴重的

是，幼兒在這樣機械性的練習中不斷地感

受挫敗感，自信心不斷的受打擊，長此以

往，必然喪失運動的興趣。如此一來，必

然本末倒置。

今年在教這個動作的時候，我只強調

了一點，肚子一定要貼在地墊上，再鼓勵

他們加快速度。速度一起來，手和腿都知

道用力了，也懂得交替了，匍匐爬的動作

自然就出來了。

經此一事，我慢慢覺得，要相信孩

子，協調的動作是寫在每個人的基因裡面

的，只要給時間和機會，動作協調性的習

得是自然而然的。要相信幼兒的學習能

力，一些動作的講解不宜過細，千萬不要

傲慢地認為教師不教，幼兒就不會。

如果思考的多一點，在安全的前提

下，動作本身應該是沒有對錯的，NBA 裡

面，每一個運動員投籃的姿勢都不一樣，

但並不妨礙他們成為最頂尖的射手。體育

教學的動作也不止是走、跑、跳、爬、

攀、鑽、投擲，新動作的發現和學習也是

很多優質課的亮點。有一個小朋友立定

跳遠的時候總是前後腳，講了很多次也改

不了，我就去向其他人請教，一個資深的

老師說，這是孩子跳躍動作發展的自然階

段，小孩都這樣，不用刻意地去強調，多

跳幾次，慢慢就好了。

是啊，急什麼啊。發現自己的身體並

靈活運用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情啊。

前一段時間幼稚園買了人字梯給幼兒

攀爬，爬上爬下都沒問題，難點在從一邊

翻到另一邊。基本上每個小朋友到那裡都

不知道怎麼過，手心冒冷汗，兩腿發抖，

緊張得很。下一個班上課的時候，我就提

前示範給他們看，告訴他們手怎麼放，腿

怎麼翻，我教得很好，這個班的小朋友很

快就學會了，可以很靈活地翻越。可是那

一個瞬間，我的內心忽然湧起了一股失落

感。我看不到他們在梯子上那種緊張的狀

態，同樣也看不到他們從梯子上爬下來長

舒一口氣的輕鬆和愉快。我剝奪了他們自

己探索的機會，有誰規定過梯子只可以用

我教的那一種方式？

前後腳不是立定跳遠，但它並不是一

個錯的動作。爬梯子不用我教的方式，一

樣可以過得很好。很多時候，我們一邊在

一物多玩的課上鼓勵幼兒更有創意性，一

邊又在狹隘地定義對錯。

作為一名幼兒園教師，要收起自己

“不教他們就不會” 的 “傲慢”，相信孩子

們，給他們一個機會，可能他們會給你更

多的驚喜。

郭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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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
叮
咚
雞
大
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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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起─

─

粵
語
聲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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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的
體
會
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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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有一個外省人，不懂粵語，聽粵語朋

友要他（普通話讀）“叮咚雞大狗叫”，不

明所以，這麼古怪的內容，是褒意還是貶

意 ? 不是罵人吧 ? 能否學講呢 ? 打聽一陣，

才知道意思是（廣州話讀）“聽通知，戴口

罩”。引來大笑。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笑話呢 ? 原來這

六個字，粵語和普通話是相同聲調的。

聲調是語音的高低升降，聲調用調值

表示。國際通用五度標記法標出調值，世

界上各種語言都能用此表，標示出各個音

的高低變化。五度是用 12345 表示音高調

值，最高是 5，最低是 1。

例如普通話 “媽” 拼音是 ma，聲調號

是 a 上加一條橫線 “ - ”，讀起來聲音在最

高位拖長。“麻” 拼音是 ma，聲調符號是 

“ˊ ”，調值是 35，讀音是從中往上升到最

高。“馬” 符號是 “ˇ ” 調值是 214，讀起來

從偏中往下掉，然後又上升到次高停下，

仿如聲音的高度是坐過山車，拐了個急

彎。-ˊˇˋ 普通話拼音聲調符號形象地表示了

聲音的高低變化。

粵語的聲調有六種，分別用阿拉伯數

字 1-6 表示，粵語 “聽通知，戴口罩” 聲調

是 “111323” 普通話 “叮咚雞，大狗叫” 聲

調是 “- - -ˋˇˋ” 十分相似。而且韻母有 4 個相

同，所以鬧出了如此笑話。

粵語除聲調與普通話不同，聲音也比

普通話複雜。粵語有九個聲，比普通話多

出了 5 個。所以北方人來到粵方言區，有

進入鳥語區感覺！——完全不懂。

《商務新詞典》附錄二，廣州標準音粵

音聲韻調表，介紹了用國際音標註音的粵

語聲母、韻母及聲和調的標法，寫得清清

楚楚，但若沒有基礎，難以理解及記憶。

會講粵語的人，也大多對九聲六調不瞭

解。其實是容易掌握的。普通話的聲調例

字是 : “媽、麻、馬，罵” 粵語最常用的例

字是 “詩史試 時巿是 ο 屑蝕 ( 蝕本的蝕音 ) 

” ο 表示沒有這個音的對應粵語漢字，讀音

是英語 “sit”。這九個音會講粵語的人驟然

讀也會搞混亂，細心讀幾次還是可以讀清

的。

對不會說粵語的人，讀出這九個音就

一臉懵懂了，撕詩不出個所以。有辦法，

讀數字吧 “三九四、零五二、七八六”，講

常用語吧 “蕃茄醬 牛腩麵 不吃辣” 讀起

來朗朗上口，熟練了再讀 “詩史試 時巿是 

ο 屑蝕” 就不難了，因為它們都是同聲調

的，只是前兩句，每字的聲韵母不相同。

而 “詩史試” 句是九個字都是同聲、韵母

的，所以難讀很多。( 其中 7,8,9 三個字加

了速音韵尾 )，取出每組的 123 聲調，456

聲調，789 聲調順讀，讀 “三九四 蕃茄醬 

詩史試” 同樣再讀 “零五二 牛腩面 時巿是” 

“七八六 不吃辣 ο 屑蝕”，經過這樣練習

讀 “詩史試，時巿是 ο 屑蝕” 就能順利讀

出，遇到掌握不準的讀音，可以通過這樣

對照讀，完全可準確讀出。即能掌握到粵

語九個不同的聲音和六個調了。

為甚麼九個音，只有六個調呢，原來

七、八、九音是速音字母 p t k 結尾，讓

聲音嗄然而止，叫入聲字，它的聲音已由

前邊的元音決定。七聲與一聲同調，八聲

與三聲同調，九聲與六聲同調。舉例 “鞭

貶變 οο 便 必憋別” 其中鞭必同調，變憋

同調，便別同調。必憋別雖然與一三六同

調，但聲音變化了，變短促，形成三個入

聲字。九聲六調就是這樣形成。　

本人對粵語的學習仍很膚淺，以上的

點點看法與各位分享 。 如有不同意見，歡

迎討論。

生
於
憂
患　

死
於
安
樂 如果你問澳門青少年中國國歌的歌詞

是怎樣的，相信你一定會得到完整無誤的

答案，因為他們從小學起已會引吭高歌

了。但如果你再問為什麽要把抗戰時一首

歌確定為國歌呢？你知道其中的曲折過程

嗎？也許所知者不多了。

在新中國（1949 年 9 月）建立前夕，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商討國歌。著名畫家徐

悲鴻和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梁啟超之

子）兩位委員力薦以《義勇軍進行曲》作

為國歌。毛澤東、周恩來當即表示支持他

們的意見。但有不少委員認為解放戰爭已

把國民黨蔣介石政權趕到台灣去了，新中

國就快成立了，而此歌的歌詞中 “中華民

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已經過時了，不適

用了，主張改詞。周恩來發言，提醒大家

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留下這句話，讓

我們身邊警鐘長鳴。1949 年 9 月 27 日，全

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製定前，以《義勇

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 1935 年，當

時東北全境已在日軍鐵蹄蹂躪之下。劇作

家田漢作詞，中國新音樂運動的創始人聶

耳作曲。這首歌原為電影《風雲兒女》的

主題歌。該影片描寫的是 “九一八” 事變

之後，日帝侵佔了我國東三省，並逐步蠶

食我國領土。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

急關頭，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一些愛國

知識分子從苦悶、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

線。田漢在寫完這部電影的事後，便遭反

動派逮捕，主題歌詞是寫在一張香煙的錫

箔襯紙上的。聶耳主動拿去，很快完成了

歌譜初稿，並很快完成全部歌譜。歌曲隨

影片的放映，流傳於全國大街小巷每一個

角落，被稱為 “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

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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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3 月 5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以此歌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從把《義勇軍進行曲》確定為代國歌，到

正式確定為國歌，歷經二十九年。可見人們對

此歌歌詞與國内外形勢的認識，也有過一個逐

步理解和深刻認識的過程，即憂患意識。

對中國人民來説，《義勇軍進行曲》最能喚

起的心的強烈共鳴。全國各族人民同唱這一首

國歌，將不斷激發出愛祖國、愛人民、一往無

前、自強不息的精神，增加國家和民族的凝聚

力、自豪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

鬥。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

前進！進！”

讓我們經常唱着這歌詞牢記周恩來的教

誨 ：居安思危、安不忘危，警鐘長鳴。

如果你問澳門青少年澳門的前世今生史

實，除了在歷史課公民課接受過這個内容的學

習外，也許多數孩子並不清楚自己身處之地的

“身世” 吧！因為他們是出生於澳門回歸祖國

之後的新生代幸福的一代呀！

對於中老年澳門人，回顧這段歷史是一個

先苦後甜的複雜的思想感情的歷程。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澳門居

民自古以來就是炎黃子孫。十六世紀中葉，歐

洲一個小國葡萄牙，向當時的明朝政府借口船

舶要靠岸曬弄濕的貨物，租借了澳門，取得了

居留權。十七世紀葡國竟在澳門設立了總督

府，並進一步擴大了控制範圍。十八世紀四十

年代，葡國更拒絕向當時的我國清朝政府交納

地租，強行驅逐清政府派駐澳門的官員，並向

澳門居民收租，澳門竟成了葡國沒有簽訂任何

條約（與港英不同）的殖民地，葡人成了澳門

的主宰。這在今天來看，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不可置信！葡國離我澳門豈止十萬八千里？！

坐飛機要幾經轉機約 22 小時，它在澳門駐軍

地也不過數百人，明清兩朝政府竟然允許它在

澳門霸佔了 446 年（1553-1999 年），這兩朝政

府之腐朽可想而知。

回歸前的澳門，經濟發展緩慢，治安極

差，黑社會橫行無法無天，各類嚴重案件叢

生，葡澳政府束手無策。澳門勞工工資低，且

無法有休息日，因為手停口停，民不聊生。哪

有免費醫療，生老病死，各由天命。哪有免費

教育，眾多打工仔子女讀不起書上不了學。澳

門市民真正生活在動蕩不安水深火熱之中。

回歸後，中共製訂了《基本法》，對港澳

都實行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使澳門市民真正成為澳門的主人。這二十三

年來，澳門一步步順利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人均 GDP 是我國最高的城市，在全世界也位

居前列。中央給我們定位的 “一個中心”、“一

個平台”、“一個基地” 正在走向成熟。“澳門

街、小澳門” 躍上了國際知名小城。

澳門即使在這疫情肆虐的兩年，在中央大

力支持下，特區政府的關愛下，仍能保持社會

安定，生活正常，在全國也應列入優等生吧。

相信等待新冠疫情消散後，澳門各行各業會很

快恢復生機，迎來又一個春天！

當我們沉浸在這溫暖而幸福的甜蜜的快樂

的生活裡時，要深思 ：這幸福之源在哪兒？這

快樂之本在何處？

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到祖國母親

的懷抱當家做主人以後 ；

是在祖國的大力支持，給予我們絕好的政

策，才有澳門的發展與起飛 ；

是六十多萬澳門人不負時代、不負韶華、

不負使命地努力奮鬥拼搏用才智與汗水鑄成的。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呀！

世上有些心懷叵測的國家，它們千方百計

遏制我們和平崛起，干擾我們和平統一台灣大

業，不讓我們繁榮富強，使出一百個一千個一

萬個善良的人們難以想象的硬的軟的有形的無

形的卑鄙無恥的手段來破壞我們中國走向繁榮

富強。

我 們 要 提 高 警 惕， 要 築 牢 我 們 的 安 全 籬

笆，謹防狼豺虎豹入侵，佔領我們的土地，吞

食我們糧食，奴役我們人民。這股外部勢力，

不容小覷輕息！

君不聞兩年前黑衣人在我們的近鄰香港為

非作歹，打砸搶掠甚至傷人殺人，妄圖顛覆中

央任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重回英國殖民

地懷抱，甚至鬧 “香港獨立”，與一海之隔的台

灣民進黨蔡英文之流勾結，大有黑雲壓城城欲

摧之勢！在中央果斷措施後，香港終於恢復了

秩序，擊敗了 “亡我之心不死” 的外部勢力與

香港一小撮謀獨分子的動亂陰謀。

君不見今年一月五日開始的哈薩克斯坦的

全境暴力騷亂事件，導致二百二十七人死亡。

在俄羅斯等國維和部隊協助下才平定了這場有

外部勢力策劃出人出錢出槍的暴亂。

澳門人也許覺得我舉這兩例來證明澳門市

民必須有國家安全觀念，是否有點杞人憂天、

嘩眾取寵、庸人自擾？！

“ 香 港、 哈 薩 克 與 我 們 澳 門 社 情 國 情 不

同，大可不必把這前例引為教訓！”

如你真這麽想，以為澳門是世外桃源，與

世無爭，盡可高枕無憂地安居樂業！

那麽，你大錯特錯了！

西方有些國家、台灣民進黨政府在他們的

“澳門情勢研析” 報告裡，近年來，多次對澳

門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狀況舐皮論骨，妄言評

論，嚴重脫離澳門社會實情與民意，角度偏

頗，橫加指責，大有欲出手改變澳門現狀之

心。這還不值得我們警惕嗎？！

現在的局勢，強敵環伺，我們澳門的安全

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安全，人

人有責”。我們，尤其是青少年要及早學習和

深入認識 “國安法”，更清晰、正確瞭解國家

安全的含義和重要性，提升國家安全意識，主

動積極地肩負起力所能及的從小事做起的維護

國家和澳門特區安全的重責。要發揮主人翁精

神，主動關心並參與國家和澳門特區、大灣區

的未來建設發展，傳承宣揚愛國愛澳精神，共

同為維護國家和澳門特區的繁榮、穩定及安全

貢獻力量。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此語是孟子的至理名言，已為中外古今歷

史證實。今天澳門人仍應銘記於心，踐於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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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穩
閱
讀
的
腳
步

又一年的 “世界讀書日” 剛剛過去，

我們的 “校園讀書節” 也落下帷幕。回首

幾年來的打造書香校園之路，感觸很多，

感受很深。真是應了那句話 ：教育哪有

坦途，除非我們都愛上閱讀。如果說 “教

育不僅僅是為了美好生活做準備，教育本

身就是美好生活”，那麼走穩閱讀的腳步

就是這美好生活中最美好的那個部分。

一、營造閱讀空間，守住教育的初心

20 世 紀 70 年 代， 美 國 社 會 學 家

雷·奧爾登堡從城市及社會研究角度，提

出了 “第三空間” 的概念。將居住的地方

稱之為 “第一空間”，花大量時間用於工

作的地方稱為 “第二空間”，而 “第三空

間” 則是居住和工作地點以外的非正式公

共聚集場所，如茶館、社區中心等等。這

樣的一個空間，因其自願、包容和易相處

的屬性，給人以支撐、趣味和提升。

三年前，新冠疫情初期，我校摸索一

系列線上教育的新方案。其間，學校裡幾

個愛好閱讀的同事，嘗試着在居家辦公的

過程中拍攝閱讀分享視頻。復課後，學校

便籌建了專門的 “教師閱覽室”，定期組

織 “教師閱讀沙龍”，至今已經堅持兩年

多。校長、主任、科組長和級組長紛紛加

入了閱讀沙龍分享者的隊伍，同時也帶動

了很多喜愛閱讀的一線教師前來分享。

校園裡，教師和學生每天相處的教室

可以稱之為 “第一空間”，教師們同科、

同級間交流工作的辦公場所可以稱之為

“第二空間”，而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還

需要一個不斷自我學習、自我實現、自

我超越的第三空間，我校的 “教室閱讀沙

龍” 便是這樣一個場所。近兩年來，在這

裡有五十位左右的分享者講述着自己的讀

書心得，也探索着自我教育領域裡的各種

可能性。

教育的初心是成就人，成就更好的

人。而教育者首先就要完善自我，成就自

我，才能回應現實中的各種挑戰，才能創

造更多有益的價值，最終照亮更多的人。

二、夯實共讀計劃，明確素養的核心

作為十幾年的生本教育實驗基地，我

校始終重視學生的閱讀素養。從課程設置

到評價原則，從共讀書目到任務分配，中

學部的六個年級每個學年的閱讀教學都在

不斷完善。首先，我們研究了人民文學出

版社的教育部統編《語文》閱讀推薦叢書

初中部分的 50 本和高中部分的 56 本。在

其中甄選出適合我校學生閱讀的書目，初

中和高中各 30 本。經過慎重考量，統一

購買四大名著的原著版圖書，利用可移動

馬
駿

的圖書車，實現時間、地點和閱讀對象的統籌

安排，在 “師生名著共讀” 這個環節，完成了

計劃的初步落地。

從初二到高二的四個年級，利用一整年的

時間分別閱讀《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

義》和《紅樓夢》。除此之外，還有每個學年師

生自購的共讀書，在不斷更新的書單中，有些

書目經久不衰，比如《我們仨》、《論語》、《莊

子》、《瓦爾登湖》等等。

師生共讀的模式是不斷探索的結果，主要

基於對學生閱讀興趣的瞭解以及對學生閱讀習

慣的指引。最初幾年，學生中不乏盜墓小說、

恐怖小說和懸疑小說的愛好者，而他們閱讀的

原始目的就是用文字帶來資訊的刺激，以獲得

感官上片刻的滿足。最終結果，既沒有學識上

的收穫，也沒有心智上的成長。面對那樣的閱

讀現狀，語文老師責無旁貸地肩負起引導和矯

正的責任。認識到美的、有價值的，才能分辨

和選擇。所以，經典的閱讀就從每個老師的個

性化引薦開始了 ：名著的引薦就先從那些顛覆

影視劇情節的原著隱藏故事開始 ；名家精品

的引薦就先從作者不為人知的早期人生經歷開

始 ；暢銷書的引薦就從其對應社會現象的來龍

去脈開始 ；還有一些小眾圖書的引薦就從喜歡

讀的讀者的故事開始……

師生共讀的實質是 “體驗式的閱讀”，帶來

的是 “鏈條式的反應”，從 “零” 到 “一” 的工

作做得踏踏實實，從 “一” 到 “N” 的工作才

能帶來更多的驚喜。

三、創設校本特色，堅定工作的重心

教育的節奏不是浮躁而功利的，而是生命

成長中的那種美好而自如的感覺。當閱讀成為

一種習慣，一切都會越來越迷人。

現行語文學科的各個版本的教材均受學校

學科教育整體授課時數的限制，使得作為語文

學科認知、能力、人格、文化學習載體的篇目

不得不挂一漏萬，淺嘗輒止。因此，當代中學

生十分需要更經典、更有預見性的閱讀來打好

語文素養殿堂的基礎。

我認為，這個基礎需要用經典作家、經典

作品的專題架構作為支柱來支撐。高一到高

三，每年的三個學段，都是我給自己約定的

建構時間。《論語》專題、《莊子》專題、《史

記》專題、《蘇軾》專題、《柳永》專題、《李

杜》專題、《魯迅小說》專題、《魯迅雜文》專

題、《余秋雨》專題、《歐·亨利小說》專題、

《莫泊桑小說》專題、《契訶夫小說》專題等

等，豐富、全面、客觀地反映閱讀，引導、啟

發、思考着深入閱讀，自主、類推、拓展地發

展閱讀。

傳統文化大家葉嘉瑩教授有一次做講座

後，與學生曾有過如下的問答。一個學生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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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先生，您講的古典詩詞我們很喜歡聽，可

是學了它，有什麼用呢？” 葉教授回答說 ：“你

這話問的很現實。的確，學了古典詩詞既不能

幫你找到職業，更不能幫你掙錢發財，但學之

最大的好處就在於使你心靈不死。莊子說 ‘哀

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如果你的心完全沉

溺在物欲之中，對其他一切都不感興趣，那實

在是人生中第一件值得悲哀的事啊！”

真正好的教學絕不能降低到技術層面，真

正好的教學來自於教師的自身認同和自我完

整。真正好的老師從不倚賴交給學生很多東西

來滿足自身的虛榮心，而是喚醒好奇，啟發心

靈。要知道，太多的東西會讓人負擔過重，以

此關懷之心做火花，才會點亮那盞心靈的燈。

每年的初冬到盛夏，都是我的 “校園讀書

會” 如約進行的時光。每一年的二十本書計

劃，從未間斷。即便是 2020 年發生疫情的那幾

個月，我們也嘗試着利用 ZOOM 視頻 “雲閱

讀” 來面對身邊被打亂的節奏。在 “不確定”

的疫情面前，我們 “確定” 地讀書，也許是師

生們最正確的選擇！

在學生的成長過程中，書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特別注重營造書香校

園，他認為 “閱讀應該成為吸引學生愛好的重

要的發源地。學校應當成為書籍的王國。”（蘇

霍姆林斯基《給教師的建議·讓每一個學生都

有最喜歡做的事》）在學校裡教師是知識之

源，而教師的閱讀能保證這一源頭始終清澈、

永不枯竭。有愛讀書的老師才可能有更多的愛

讀書的學生，喜歡閱讀的學生，即使將來得不

到高分，但他的人生也會依然精彩。對於不愛

讀書的人來說，走出校園就意味着學習的結

束，這樣的人生將會是乾癟的。

《讀庫》叢書的主編、新聞出版從業者張

立憲先生說 ：“滿世界都是路，你只有來選擇

自己的腳步。”

教育條條出路，而走穩閱讀的腳步才是內

心最終的歸屬。

從
澳
門
小
學
教
育
談
核
心
素
養      

在升學主義為尚的社會中，小學課程

走向中學化，中學階段邁向大學化，目的

就是為了不讓學童失去優勢，一種不斷

追求知識的課程體系是人類的共同憧憬

嗎 ? 全球各國在國際競爭的大環境中，為

使國家將來不會淪為邊緣化，民眾所接受

的教育必須融入國際教育的體系當中。而

各國之間的文化、經濟、地理位置與人民

素質卻存在不少的差異性，如何從求同存

異的環境中實現正是各國努力為教育發展

道路上思考的工作。面對經濟與科技的快

速變遷與社會競合的需求，近年來，各國

教育為加強學生的核心素養，分別提出

對 “教與學” 新的要求。綜觀而言，各國

對學習的目標與內容主要從以下四點發

展，( 一 )、加強個人對國家認同和價值 ; 

( 二 )、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素養 ; ( 三 )、

強化個人國際移動力 ; ( 四 )、培育全球責

任感。也因此，各國已積極進行課程改革

以培育未來全球需要的人才。筆者認為

在本澳的非高等教育中，特區政府在過去

二十年的推動與大眾的努力，成績之卓越

是有目共睹的，對於如何推進課程改革這

一把板塊，也已是箭在弦上的階段。可惜

在小學階段的教育中，普遍發現小學的課

程仍偏向以知識為重心，在評量上也稍微

忽略了小學生對學習的情意和態度。因此

筆者認為若然要說小學階段的課程要讓他

們 “快樂地學習”，倒不如讓教師們下功

夫把課程設計成 “自主地學習” 的模式，

讓小學生堅持地為他們未來學習紮下穩建

的核心素養。

1. 課程的整合以適合小學生的身心

需要

硬知識的學習本來就不是小學教育階

段唯一的發展目標，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他

們對自己和身邊事情的觀察，對學習態度

的堅持，這正是我們要給予學生未來需要

的一種軟實力。故此在課程的指引上，本

澳教育可參考國家教育局制定之 2022 年

最新出台的義務教育課程方案，並按澳門

教青局的基力要求為原則。除此之外，各

校更需要發展本地和校本的課程，以突出

本澳各校的辨學理念和特色。當中在義務

教育中，對於課程的指引上清楚描述堅持

要以目標、問題和創新為新課程內容，以

培養有理想、有本領和有擔當的接班人。

反觀我們現時澳門的小學教育大部分還是

以知識本位為教育導向，當中有少部分缺

失發展學童的技能和心態。故此在教學上

可以嘗試以以培養素養來代替單一的接受

知識，教師們要努力探尋方式並根據核心

素養形成的規律來開展教學活動，建立一

種適合時代的新型教學。

在談論知識學習成效之前，小學初階

段更應以藝術和情感教育為首，以向善向

美的品德教育以建立個人的價值和道德

觀念，透過欣賞大自然、愛惜和保育小動

物增強個人的同理心，以及藉着音樂、繪

畫、舞蹈來培育個人的舒發情感的能力。

藝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啟發人類的創

意、支持和維繫人類之間的情感，社會的

發展能夠到今天之繁榮，全因大自然、藝

術與文學三大因素，缺一不可。而小學生

可貴的地方在於他們沒有成人的束縛，在

鄭
焯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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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有系統的教育環境下漸漸形成對社會的規

範和削弱創意的能力。故此小學階段課程更應

注重活動性、遊戲性，以生活為題材的學習，

讓他們在認知和情感上結合。因此不論語文或

外語的學科中，建議多融入音樂、詩篇、戲劇

等多樣化的形式來學習，而小學階段的數理科

可以日常生活化或以實驗觀察的形式進行。在

教學方式上，改變以往滿堂灌的形式，着重於

創設環境和以提問的形式，引發好奇心和培育

他們積極思考的能力。

2. 教師和家長的任務是成為學童學習動力

的來源

學習是貫穿個人的一生，無論任何年齡階

段，均能持續學習正是終身學習的理念。若以

現代人平均年齡八十歲，小學階段的學習只佔

人生約十三分之一的時間，所以重點並非要提

前把應學的東西或知識學懂，反而更應培養學

生對學習的興趣及態度。有見及此，筆者眼見

在學校外有很多教育機構開設不同的課程，五

花八門、不分晝夜。在金錢掛帥的社會中，我

們不知不覺間都不由自主的被社會風氣牽着

鼻子走，但卻忘了教育的初心，那些 “有教無

類”、“因材施教” 恐怕已成為歷史，取而代之

的是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 等一些商業

口號上。比賽、競爭、證書已成為學習的唯一

動力，成為成人心目中成功的印證。試問這些

都是這個年齡層學童所需的嗎 ?

學習的動力來源千千萬萬，大部分學生是

為了滿足家長對自己的期望，也有學生是為了

不要受罰，可悲的是有些學生從小已對學習失

去動力。我們瞭解到外在的動力如鼓勵、讚

賞、肯定對學生而言的確是起到積極性的作

用，但其實最能夠促使學生學習的卻是他們發

自內心的驅動能力。即使每位學生的學習能力

和接受程度是有差異的，但是好奇心和興趣是

共同擁有的，年齡越小好奇心與興趣就越大越

廣，最好的學習動機莫過於使學生對所學習的

材料本身產生內在的興趣。因此教師們要努力

為學生創設各種愉快的情境，在課程設計上主

要是針對 “教甚麼”、“為甚麼要教”、“教學內

容要求” 以及 “教到甚麼程度” 等相關問題作

思考準備。在教學的過程中，避免一直教和給

予學生標準化的答案，相反經常要使學生對所

學的材料保持吸引力，鼓勵以提問和討論的方

式來吸引學生積極地投入到學習中去，也可以

給予合宜的課堂學習任務，培育學生對問題的

思考，勇敢地面對困難，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法

遠比只有知識的背誦更有價值。各學科之間更

應以主題式為學習單位，嘗試以加入跨學科的

學習元素，使學生達到 “做用學、用中學、創

中學” 的學習新體驗，減少過去被動式的學習

形態，以學生主動地獲取知識為教學新導向。

3. 評量制度和測考命題的改變

從知識本位的角度來看，教學以知識作為

教學的起點，理應也作為教學的終點。但是自

從互聯網的面世，深刻地改變了 “教與學” 的

關係，知識的獲取已不再局限於某空間，因此

學校的功能必須走向多元化，評量制度也須隨

時代的轉變而有所不同。如今儘管多元評量已

落實在教學中，但是我們所期待的那種新型式

的評量制度還沒有普遍地建立起來，在教學現

場中此種策略或手段是如何實現，關鍵是在於

學校領導者和行政人員是否真正瞭解多元評量

的原則和教師能否掌握合適的方式來誘導學

生。在傳統的評量中，我們總是習慣將紙筆測

考視為評量的重要工具，當然筆者強調的並不

是要廢除此種模式，反而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

優化此種模式或增加其他可操作的工具來評量

學生的各種成就達至多元化，據瞭解多元評量

的方式除了筆試外，還有口試、表演、實作、

檔案、報告、專題研究、資料蒐集整理等，其

中有些方式是需要教師在評量之前作詳盡的安

排，再來就是長期觀察、細心分析並與學生交

流後得出的結論，是一種有計劃、有目標、有

思考的策略，除了使他們獲得應有的知識外，

更要培養出學生應有的技能和態度。

另外，現時澳門小學教育的制度普遍仍存

在測考的制度，而測考的工具多數仍舊以紙筆

模式為基礎，因此教師們需學習新思維的概念

來掌握命題的技巧，加入情境性、跨學科性或

實踐性等的命題，配合一定比例的基本知識、

概念、理解、技能和態度之評量題目，在評量

系統中也應兼顧學生是否理解習得知識之目

的，把知識點與生活中的實例或情感作連結，

因此命題時應該有一定比例的核心素養題目，

才能讓學生真實瞭解學習的意義，從而增強

個人的自信和學習的興趣。最後一點，由於本

澳小學階段從小一至小四年級，原則上不鼓勵

學生留級的政策，因此建議在評量表上可以用

“熟練”、“達標”、“進步中”、“未達標” 或 “等

第” 等詞句來代替分數呈現，並加上教師們的

專業建議，讓學童和家長們更明確和有目標地

幫助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和該努力發展的路向。

結語，大家可反思在小時候的求學階段，

那些人、事、物仍有深刻印象 ? 相信每個人的

回憶中留下來的是自己與某些老師的情感，那

份感覺經過多年仍然存在於腦海中。由此可

見，或許小學生不是從知識去進行學習，而是

從人的情感中和態度去吸收知識和學習。要培

養小學生核心素養的能力，除了社會大眾多

方面的配合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師們的包容和

接納，教育工作是一項極費力和挑戰的職業，

因為我們並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培育人

格的實行者，我們的言行和態度正是深刻地影

響着學童長大後如何面對這個未知的世界。今

天部份成績好的學生，或許只是將學到的知識

運用到考試中，而真正能將知識運用到生活的

學生，才是有能力來適應和創造未來社會的人

才。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是時候去努力改變

已扭曲的社會價值觀，歸還學生們個性化的成

長空間，讓他們學習不會只停留於 “知識” 層

面，還是進入到 “精神” 層面上，如何把學習

成為一種 “興趣”，這才是我們值得思考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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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浙大的校史館裡，我拜讀了

浙大老校長竺可楨先生向浙大學生提出

問題 ：“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

問問 ：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

將來畢業後做什麼樣的人？” 竺可楨先

生提出的問題引發了我對於自身、對於

教 師 這 一 職 業 的 些 許 思 考， 迢 迢 教 學

路，我又需要樹立什麽樣的目標呢？我

站到了從未有過的不同的角度，重新審

視自我、反思自我。

一、做一位享受閱讀的教師，遇見

更好的自己

古人曰 ：“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

而見者遠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

聞者彰。” 書籍，正是腳下的高山、耳邊

的疾風，幫助我們看到更遙遠的風景。

閱讀可以使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彎

路，使我們更透徹地領悟真諦，從而更

加成熟。“多讀方知書中味。” 在閱讀的過

程中，讓我們感受于丹解讀《論語》的

務實與深刻，體會劉良華教授的《教師

成長》的幽默與儒雅，享受冰心的《寄

小讀者》的文美與謙和等等。而聆聽教

育界陶行知、葉聖陶、李吉林、于漪、

魏 書 生、 于 永 正 等 大 師 的 聲 音， 那 種

精神上的滿足，那種思想的馳騁，那種

思維的暢想，是愉悅的，是幸福的。當

我們倘佯於書海中，會帶着一種精神的

渴求，一種心靈的追尋，一種力量的支

撐，陶醉於專家大師那博大精深的思想

中，融入到他們神聖的教育殿堂中。    

閱讀是一種 “物我的回響交流” 過

程，要有不斷 “修煉” 的意念，要有經

常 “品讀” 的精神。當我們以平和的心

態， 謙 虛 的 胸 懷 來 閱 讀 時， 自 己 的 思

維與書中的思想進行交流與碰撞，無形

中，思想會走向縱深，精神版圖會更為

廣袤。在閱讀學習的過程中，要練就好

的嗅覺、好的視覺，及時嗅出教育新鮮

的 “氣味”，捕捉嶄新的教育資訊點，再

吳 
 

琦

採取觀點連結、行動跟進，這樣就會學有頗

豐。

如果時時以書為友，天天以書為伴，會不

由自主地覺得有了幾分從容，幾分淡定，幾分

優雅，幾分自信，贏得開闊的教育境地，達致

自我與教育的調和容納、相融相守。一句話，

閱讀，讓我可以遇見更好的自己 。

二、做一位智慧教師，打造理想課堂      

我至今仍清晰記得浙江省教研室方張松主

任的精彩講座——《理想課堂和課堂文化》，

被 大 家 稱 為 “ 天 才 表 演 家 ” 的 方 老 師 幽 默 睿

智，用帶着吳地特有的口音以及激情投入的肢

體語言，對目前中小學課堂現狀進行層層剖

析，引導我們反思自己的課堂，尋求最佳的教

學策略，打造理想課堂。方老師拋出了一個個

發人深省的教育教學理念，真誠地分享了他對

教學多年的觀察、分析和思考，讓我驚訝地發

現，原來自己身邊常見的問題，竟都可以用智

慧的方式得到更好的處理。

回味着方老師滿滿的營養大餐，回歸教學

課堂，我陷入深深的思考，我該如何成就我的

理想課堂呢？我的理想課堂又是怎樣的呢？

我想，理想課堂應該是——

簡約而不簡單的課堂 ：構建形式簡約，

內容豐富的課堂，是我們所要探究的重點，這

樣的課堂在教材的把握上更加突出，學生所要

思考和學習的內容更加密集，課堂上教育智慧

更加彰顯了。我認為小學語文教學，應該 “尚

簡”，即抓住語文最根本的東西，簡簡單單而

又紮紮實實地進行課堂教學。一個語文教師要

做到心中有 “語”，時時刻刻記住自己有講解

引領的作用，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學生言語能力

的提升。在語文教學中做到脈絡清晰，重點

突出，集中用力，即目標要簡明，方法要簡

潔，手段要簡化，策略要簡約。而 “簡約教

學” 的背後，是對語文課程本體特質的準確

把握、對兒童身心發展規律和語文教學規律

的深刻認識。這就要求教師具備先進的教學

理念、紮實的教學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蘊、

活潑的教學風格和靈動的教學智慧，面對課

堂上出現的大量資訊資源，能夠敏銳洞察、

靈活重組。

思 維 型 的 課 堂 ： 陝 西 師 範 大 學 胡 衛 平

教授提出，只有思維參與的課堂，才是真正

快樂充實豐富高效的課堂。教學的核心是思

維，學生的學習需要思考。教師應樹立思維

教 學 意 識， 以 認 知 衝 突 激 發 學 生 思 維 積 極

性，重視探索教學，促進學生自主建構。如

何讓課堂教學盛開思維的花朵呢？我覺得，

首 先， 做 好 教 學 設 計， 管 理 組 織 好 課 堂 教

學，處理好預設和生成這兩個問題 ；其次，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品質，給予學生可能思

考的時間條件，不將思考點僅當成環節設計

的形式，老師要引導學生思考的方向，做足

適當的思維訓練 ；再次，教師應該營造一種

相對寬鬆平等的課堂氛圍，讓學生處於一種

相對自由放鬆的思維空間 ；第四，學生對學

科知識有興趣才會思考，思考了才覺得更有

興趣，可見興趣和思考是相輔相成的，應極

力培養學生的學科興趣。這樣，有利於調動

學生的熱情，使其主觀能動性得到發揮，從

而使學的過程充滿了思維的光華，實現以學

為主體、教為主導、學思結合的課堂。

落實學科核心素養的課堂 ：讓學科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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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在課堂落地生根，就是把以人為本，以生

為本，以學為本的思想體現在學科教學中去，

真正實現課堂的育人功能，培養學生個人終身

發展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品格與能力。語文學

科的核心素養即語言理解能力、語言運用能力

和語言審美能力。它既是學生語言文字綜合運

用能力的具體體現，也是小學語文教學的基礎

內容之一。語文課堂應立足學科語言，致力於

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與發展。因此，加強小學

生語言實踐教學，既是提高小學生語言表達能

力的有效手段，更是提升其語文核心素養的重

要途徑。作為基層一線語文教師，應通過不斷

優化、創新教學模式，通過各種形式的語言實

踐教學來提升小學生語言表達、運用能力，實

現培養學生語文核心素養的目的。

三、做一位幸福的教師，帶給學生幸福感

回顧自己近幾年的教育教學工作，來自各

方面的壓力使我透不過氣來，經常無意識發

怒，身為教師的我，心靈中缺少了陽光，有時

候連自己都會奇怪為啥發火。後來看了一些心

理書籍，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都在消極面對這

些壓力。殊不知，其實有壓力也是好事，正確

應對壓力能把人的潛力激發，把人壓得堅強，

壓得成熟。確實，教師也是人，不是神，要食

人間煙火，也需要生活的快樂與幸福。沒有教

師心靈的舒展，何以會有孩子們心靈的舒展？

教師自己都感受不到幸福，又如何去讓孩子感

受幸福 ? 作為教師，得頂住壓力，只有發自內

心的、充滿激情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要讓

孩子幸福，教師首先要有幸福感。我不會忘記

那篇日記，某學生寫到 ：“早上來校時的心情

陰沉沉的，看到其他的人都感覺很厭煩，交作

業時又把衣服弄髒了，感覺什麽都在和我作

對。但在樓梯口遇上了我的吳老師，她微笑

地和我打招呼，那微笑甜甜的、很燦爛，我

的心情似乎也好了很多。不就是弄髒了衣服

嘛，洗乾淨了還是一樣。” 當時的我只是無意

地向她微笑，可是在學生的心目中，這微笑

居然感染了她的心情。我第一次發現，微笑

的力量居然這麼大，我第一次發現，僅僅一

個微笑也能讓我走近學生。用小小的微笑去

迎接學生，讓溫暖的感覺架起師生幸福的情

感交流的平台。只有當教師心中洋溢着幸福

美好的情愫時，臉上才會有燦爛的陽光，才

會自然而然地照亮和溫暖學生的心房。

     《中國合夥人》裡有一句對白 ：“夢想是什

麼？夢想，就是一種讓你感到堅持就是幸福

的東西。” 世界上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為夢

想而奮鬥。“心在哪裡，智慧就在哪裡。” 瞄

準目標，凝聚智慧，敢於創新，不斷探索，

做 教 育 真 誠 的 守 望 者， 永 葆 教 育 追 求 的 執

着，享受教育的幸福人生！

在教學中，每位教師都會有欣喜的時

刻和成功的歡愉，而這每一個點點滴滴將

成為教師們不斷前行的鏡子，進步的源

泉，前進的動力。

和絕大多數的老師一樣，我在教學中

也有許多倍感欣慰、值得回憶的小片段，

在這裡就和大家分享兩則讓自己感到有小

小成就感，充滿愛的故事 ：

2021 學年，按學校安排，我成為高二

乙班的英語老師，剛開始，一切在預料之

中正常地運行着，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慢

慢地我發現這個班有一個不太好的習慣 ；

每次老師安排測試，同學們就會有異議，

要求推延小測的時間，雖然每次只要老師

堅持，他們還是會按老師安排去做，但我

覺得如果讓這種怠慢的情緒蔓延，會影響

學生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怎麼辦？首先跳入我腦海的想法就

是 ：不能急，先瞭解情況，再對症下藥。

我開始找個別學生瞭解情況，原來他們是

覺得自己記東西慢，又想考好，所以需要

長一點時間複習 ；雖然動機不錯，但測

試也不能次次往後拖，這樣會影響教學進

度。於是，我專門就此事在班上和同學們

聊。首先，明確肯定了他們關注自己的學

習成績是對自己負責的行為，接着我很有

底氣地告訴他們 ：“成績差，基礎差，沒關

係，不必怕，老師也不怕。只要你們肯聽

老師的話，按我安排的去做，就會有不一

樣的結果 ；小測一次不行，再來第二次 ；

知識聽不懂，再聽第二次、第三次 ...... 即

使可能還會不完全明白，只要每一次比上

一次多懂一點就是收穫。 我不指望你們能

突飛猛進，只要每次的成績比上一次有進

步，無論大、小，你就算向成功邁進了一

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路是一步步走出

來的，而在路上每一個人都不是孤獨的，

有同學和老師的幫助和支持……。” 我將

他們按照強弱分成 “一幫一” 小組，並利

用課間為他們解答問題，慢慢的他們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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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有了起色，小測成績得到改善 ；記得有一天

一位英語較弱的同學開心地對我說 ：“老師你要

表揚我。” 我問道 ：“為什麼？” 她說 “因為這次

我測驗終於及格了！我以前英語測試從來沒及格

過。” 聽了她的話，第二天，我特意在全班表揚

了她，看到她那張充滿笑意和滿足感的臉，我的

心也被融化了。在這個班第一段成績全班合格

後，同學們有了很大的改變，對老師的安排再沒

有異議，課上同學們都認真聽課，積極提問，我

的滿足感爆棚，不厭其煩地回答他們提出的問

題，即使有時會影響一點教學進度，我也會鼓勵

他們不懂就問。我深深地感到 ：只要真心的對

學生好，為學生所想，他們也會為你而改變，並

給予你意想不到的回報。

我的第二個故事發生在我今年帶的另一個

班——高三乙班。一直以來，我在英語教學中，

除了講授英語知識，還很注重對學生家國情懷

的培養。習主席在 “七 • 一” 講話中提出 “未來

屬於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

者，在教學中我不失機會地對學生進行愛國教

育。今年第二學段，我利用英語科組舉辦班際英

語話劇比賽的大好時機，鼓勵、幫助學生將電影

“中國醫生” 搬上舞台，歌頌祖國醫務人員的無

私奉獻，歌頌偉大祖國抗疫成就，培養學生愛國

情懷。

為了讓每位同學都能感染到巨大的正能量，

我動員全班同學參加這次話劇表演，也正是由於

參與的人太多，能全部集中的時間少之又少，個

別同學常常會因為自己的小事而缺勤排練。於

是，我就 “個人與集體” 的關係在班上和同學們

聊了聊。首先，我問他們 ：“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是怎麼樣的？” 一位同學立即大聲答道 ：“個人

離不開集體，集體離不開個人。” 我肯定地說 ：

“完全正確！” “但當個人的利益與集體利益發

生衝突時，該怎麼辦？” 我接着提問。 這時，

班上格外安靜，他們也許在深思，也許在權衡

利弊。過了一會，我很堅定地幫他們回答了這

個問題 ：“當然應該是犧牲個人利益，維護集體

利益 ；因為個人只要在集體中，才能發揮巨大

的潛能，而離開了集體，個人將是黯淡無光，

更不用說為個人利益來損壞集體利益的行為

了 ......” 當我在講這段話時，班上非常安靜。我

希望他們能聽進去，特別是那幾位較為自我的

學生。班主任蔡曉迎老師也不斷地給予同學們

鼓勵，督促他們排練。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

比賽當天，大家都全力以赴，如願以償地獲得

高中組冠軍。當活動結束，同學們都圍着我聊

天時，我有些過意不去地對她們說 ：“對不起，

排練時，老師有時太着急，對你們太凶了。”

她們卻笑眯眯地回答道 “哎呦！老師，沒關係

了，我們知道你是為我們好！” 聽到這話，一

股暖流湧上心頭，我知足了！之前的一切辛苦

都值了。

教師就是這樣的一群人，默默無聞，卻無

怨無悔，感念學生們的每个點滴的進步，每個

感人的瞬間，每一次愛的互動都将成為我們一

生最珍貴的回憶。

淺談南宋楊萬里《杜鵑花》詩    

楊萬里是 “南宋十傑之一”。他賦花

詠花許多，寫的詩詞手法也許多。今天借

着手不顫抖，來寫他的《杜鵑花》。杜鵑

花又名映山紅，我們聽歌有句耳熟能詳的

“滿山開遍喲映心紅”，就是指杜鵑花，就

是懷念紅軍。

現在我把楊萬里的七言絕句《杜鵑

花》抄在稿上︰

何須名苑看春風，一路山花不負儂。

日日錦江呈錦樣，清溪倒照映山紅。

詞人辛棄疾同楊萬里是同一時代人。

他曾寫着︰ “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

薺菜花。” 依辛棄疾看來，都市裡春風春雨

中的桃花，隨時都會滿地落紅，倒不如溪

頭小薺花呢。小白薺花開在哪里，哪裡春

光到。一路明媚，何必名囿花圃中才能享

受春光呢？楊萬里第一二句跟辛氏不是異

曲同工嗎？他們審美情趣都一樣，春風蕩

漾，草地柔軟，步履輕鬆，興奮不已。

為了補充第二句的 “不負儂”，作者不

闡述花之名，花之簇，花之態，花之味，

花之色……而是拉扯成都南部的汶江 ( 又

名錦江 )，因為蜀人織錦濯汶水，使水變

彩色，這是其一 ；再者，江岸的花倒影入

水，使水如花影，色彩斑爛。於是朝朝暮

暮，年年月月山花 “不負儂”，山花日日夜

夜入汶為錦，恰是一條織錦流淌不息。作

者拿着火焰般紅彩筆慢騰騰地加一筆在畫

圖上。“不負儂” 的詩眼點上了。

我讀過古文學作品的評論家朱宏恢教

授對南宋楊萬里作品的品評。他曾經指

出 ：“概括的敍述和具體描寫相結合，使

讀者對詩中所描寫的對象既有總的概念的

領會，又有具體的耳目可以感受的意象，

會產生較好的藝術效果。” 這詩有概括敘

述，又有具體描寫，我們會把握了全局印

象，我們寫詩日後要注意這些。古為今

用，外為中間，詩才有素質。

杜鵑，是花名，又是鳥名。鳥名杜鵑

來源於古代杜宇在蜀稱帝的傳說。花名杜

鵑就是 “杜鵑時花朴朴”（白居易《山石榴

寄元九》，山石榴，亦稱石榴，石榴就是

杜鵑花別稱名 ) 的緣故。借此順便提出。

草木之零落 美人之遲暮    

由生活環境的花卉變化引起內心的觸

動，而將與之有些類似聯繫的內在情感投

射到審美對象上，就是說，將自身情感托

之於花卉，這就構成了咏花詩詞的另一境

界―― “情境”。古人稱為 “移情”。如此

表現，或許不完全是從審美感受的角度出

發，而是內在心靈情緒一種外化，托之於

花卉形象表達出來。

當你朗誦一首詠花詩詞，你一定合

卷沉思，作者是為了甚麼，就是龔自珍

的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的政治詩，寫的不是花謝，花謝只是情緒

化，他表達是一種精神的意念與傳遞。

當你朗誦一首咏花詩詞，你一定合卷

沉思，作者咏花是為了甚麼，就是龔自珍

的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的的政治詩，寫的不是花謝，花謝只是情

緒外化，他表達是一種精神的意念與傳

遞。從賦比興而言，在創作上常常採用比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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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寄託表情手段，“興者托山事於物”，以情附

物，言在此情在彼。如唐朝詩人陳子昂，他寫

了《感遇》詠蘭詩和《登幽州台歌》，同樣表達

懷才不通，而一詩借蘭 “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

成”，寄寓時不我與，美人遲暮之嘆。而《登幽

州台歌》是直抒於懷。

大家讀過這兩首，你認為哪首有嚼頭呢？

現在我把《登幽州台歌》請出稿面 ：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一讀，知道它是一首懷才不遇，寂寞無聊的

短歌。採用楚辭體句法。上兩句每句五字，下兩

句每句六字。五字用三個音節，請看 ：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

者 ；

下兩句用四個音節，請看︰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再朗讀，你感到語言蒼勁，情感奔放，感染

力道強，難怪成為歷史傳頌的名篇。

陳子昂是位具有政治見識政治才幹的詩人。

他生活在武周朝代，他對武則天理政許多弊政直

言敢諫，不為武則天採納，並曾一度因 “逆黨”

株連而下獄。也許，他的政治抱負不能實現，反

而受到打擊，心情苦悶，疾筆憤書，寫下此首名

詩。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這裡的古人指

古代那些能禮賢下士的賢明君主。如戰國時代的

燕昭王禮遇樂毅、郭隗，燕太子丹禮遇田光等歷

史事蹟，表示無限欽佩 ；然而，像燕昭王那些

聖賢君主，再也沒有了。而自己生不逢時，登上

茫茫幽州台，環視周遭霧霾籠罩的宇宙，天長地

久，不禁感到獨寞，悲從中來，愴然淚潸。此

詩歌調慷慨悲涼，表現了詩人失意的境遇和痛

苦沉悶的情懷。

現在我把陳子昂咏蘭詩《感遇》抄出稿

面 ：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䙚䙚秋風生。

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這是一首五言律詩。它受屈原《離騷》

影響。《離騷》中有兩句詩句 ：“惟草木之零落

兮，恐美人之遲暮。” 觸發了歷代多少詩人的

歎惜。陳子昴也用 “香草美人比喻君子” 的傳

統。五言小詩大體意釋 ：

蘭花萌於暖和春天，盛開温潤於夏天，“芊

蔚” 比喻 “茂盛”。用 “何” 來 “感歎” 多麼。

三四句是倒裝句，解釋為 ：蘭花幽雅絕倫，

當它紫莖上冒出紅色葳蕤的花朵，它堪稱樹林

中最豔麗一色啊！這裡 “空林色” 是 “空絕群

花” 的意思，“蕤”，“多而垂下的” 誇張。五六

句大概說，金色的花季總是令人憶念，然而習

習秋風卻很快到臨。七八句說，夕陽西沉，芳

香何在？意思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相似。陳子昂的詩意是沐浴在夕照中的蘭花，

分外妍美，然而很快接近暮色，帶着美人遲暮

的傷感。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直吐胸臆的一首慷

慨悲歌。是涕淚橫流，痛苦迸發的哀歌。咏蘭

花的《感遇》是借蘭花的輕斟低唱，自憐自

惜，是磨碎了人生苦果，在時時刻刻咀嚼苦澀

之疾首。兩首詩都是懷才不遇之痛，“登台” 是

短痛，“感遇” 是長痛。更有餘味不盡。

做了十年的班主任，這十年裡帶過創

優 B 班也帶過創優 A 班，喜歡當班主任，

也樂於承擔班主任的工作。在這十年班主

任工作中陪伴了好幾屆學生的成長，見證

班裡每一位學生的改變，這是一件令人快

樂的事情。

每位班主任在帶班和處理學生問題上

都有各自的經驗和技巧，我把這些引領學

生變化和成長的具體方法，粗淺地稱之為

“班主任之術”。班主任之術應該緊扣班主

任之政中的兩個方向，三個維度展開。

一、班級鐵律

從小學畢業升入初中，同學處於反叛

期，難免貪玩、遲到、欠作業、上課開小

差等小毛小病。如果只依賴學校的規章制

度規範同學的行為，用記優缺點的方式來

懲獎學生，這是外塑的方式，糾正學生的

行為，對於學生價值觀形成有一定促進作

用。但對於反叛期的孩子，可以嘗試內塑

的方式去教育。在接管一個新班（特別是

低年級），最優先和同學協商 “班級鐵律”：

“犯錯” 第一時間找班主任，告訴老

師 ：

1. 犯了什麼錯 ：請同學思考內省自己

犯錯，內化是非對錯的價值觀 ；

2. 為什麼犯錯 ：請同學思考內省犯錯

的原因，內化對錯誤的認識 ；

3. 如何解決 ：請同學思考內省犯錯的

後果和處理，進一步內化同學的自我教育。

堅持班級鐵律，很快班級同學會形成

一種意識 ：同學除了自我監督還能相互監

督，彼此提醒。早上就排着隊到辦公室向

班主任進行自我教育。由老師教育犯錯孩

子的外塑教育，轉化成孩子自我認識錯誤

和老師引導的內省教育。

二、安靜暗語

學校推行自主學習、自主探究、自主

展示課堂改革，對於課堂管理就有更高的

要求，要放得開，更要收得住。課前和同

學協商了一個 “叮咚叮咚” 暗語，讓大家

三秒內靜下來。

在一次公開課中，聽課的老師比學

生多，在同學激勵的討論中，老師來一下

班
主
任
之
術
（
上
）
廖
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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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叮咚”，全班同學非常有默契 “拍兩下掌，

舉起右手，眼睛看老師”，聽課的老師被這樣特

別舉動嚇了一大跳。全班同學都為自己這樣忽然

來一手而露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包括我）。實踐

中讓我感悟到，班級管理是需要添加點遊戲的

佐料，用孩子的方式管理孩子，讓孩子在 “被運

動” 中帶着調皮的快樂，班級管理可以不一樣。

三、“廖 sir 飯局”

當老師至今十餘年，我就養成一個習慣，利

用中午的時候和班裡的每一位同學吃飯，這個稱

之為 “廖 sir 飯局”。和學生一起吃飯，其實，我

只想告訴學生，老師也要吃五穀雜糧，和同學一

樣的普通人。在處理學生工作中，我深信這樣一

句話 ：“師生同流才能交流，交流才能交心，交

心才能影響，影響才能改變，改變才能成長。”

通過一頓飯開始和諧師生關係，讓彼此瞭解，拉

近彼此。同時，我也深信一個 “謬論” ：在吃飯

的時候，人與人之間四目相對，彼此較為放鬆，

空間相對隱私，特別是吃完飯之後，血液回流至

內臟幫助消化，大腦缺氧，談話彼此真誠（個人

謬論見笑）。

對於新班新同學，通過一次吃飯可以瞭解

同學成長的更多信息（這些信息往往是學籍冊

上所不能盡錄）。一頓飯下來，基本就掌握了

同學家庭情況，家庭成員之間關係，孩子成長

背後的故事等等，學籍冊上所不能盡錄各種信

息，以便日後的跟進和輔導。

後來這個 “廖 sir 飯局” 意義開始變化，

慢慢成為我對學生的一種獎勵，吃飯的時候我

也會將我的故事告訴學生，希望能成為他們的

“前車之鑒”，促進他們成長。

再後來，當學生遇到問題不決時，會主動

約我吃飯時談一談，比如家庭矛盾、父母離

婚、文理分科該如何選、選專業、選大學、男

女朋友的困擾等。

再後來，學生畢業了，這個 “廖 sir 飯局”，

成為了我們師生之間一種亦師亦友的 “情懷”，

學生寒暑假從各地回澳門，約老師吃飯，分享

他們各自成長的經歷或重溫當年的彼此趣聞。

四、啟發改過

學生成長過程中難免犯錯，班主任站在道

理的至高點上對學生壓倒性的批評教育，是一種

最直接的教育方式。但我是一個不善言辭的班主

任，批評教育很多時候我拗不過狡辯的學生（專

業水平不過關）。一位資深的班主任何老師一句

話啟發了我 ：“如果罵能把所有學生都教育好，

就輪不到你開口了。” 她對學生教育方式，被我

借鑒過來，形成我教育學生一種主要而有效方

式。促使學生主動承認錯誤，給予適當臺階，讓

學生被動型承認錯誤，與同班任教老師形成合

力，對犯錯學生進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教

育 ；同班同學的互相幫助，幫助他承認錯誤 ；

家教合作，多渠道幫助學生認識錯誤。

老師都沒有直接批評學生，而是給時間和空

間，陪伴孩子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不足，思考

如何自我進步，讓同學內化是非對錯價值判斷。

也更考驗老師對學生的耐心，但配合班級鐵律使

用效果更佳，因為每一個孩子都希望表揚，都希

望自己犯錯的時候能夠得到合理的教育。我經歷

最長博弈時間是三個小時，孩子是單親家庭跟媽

媽，一周遲到三次，作業不交，最後，一晃七年

過去了，當年叛逆少年，現在已經進入浙江大

學臨床醫學深造，寒暑假回來，還繼續我們 “廖

sir 飯局”，這可能就是被罰出来的 “情懷” 吧！

五、金句啟迪人生

很 多 學 生 發 現 老 師 們 都 有 特 色 的 “ 口 頭

禪”，我稱之為這是老師人生經歷大浪淘沙後剩

下的 “人生金句”，這些將是啟迪孩子們人生的

一道靈光。有如此感悟，還得感謝讀研究生時的

一個課程，當時課程導師是個大牛，請了新浪創

始人王志東給我們開講座，其中一個觀點對我啟

發很深。王老師觀點大意 “我的一對雙胞胎，金

庸先生取名王青鶴和王金鳳，鶴和鳳傳達信息快

呀，因為我是搞傳媒的。將來同學們就業，選

擇企業可以關註一個細節，就是一個企業命名

往往折射創始人對行業本質的理解，公司的名

字越貼近行業本質，說明公司具潛力，同學進

入這樣的公司潛伏成長。現在同學瞭解為什麼

我的網站名叫新浪吧？” 借鑒王老師的思路，

其實老師要比同學人生經歷更豐富一些，對人

生應該有更多哲學性的思考，把這些思考和感

悟濃縮成三言片語，就成為啟迪學生未來人生

道路的 “錦言金句”。

比如我是一個數學老師，我對數學感悟可

以濃縮成四個字 ：“邏輯精簡”。回顧一下，數

學上由加法演變為乘法的過程，再由乘法演變

為乘方的過程 ；解方程系列過程 ；科學記法等

等。無不體現和驗證 “邏輯精簡” 這四個字。

從這四個字角度看待整個初中的數學教學，給

人一種直言貫穿之感。十年後，我的學生可

能內化了所有數學知識，但對數學的 “邏輯精

簡” 一定印入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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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回顧廖 sir 的金句，不知不覺中竟然

產生了幾十句（人生和教學的感悟還真高產），

讓同學印象最深刻前 10 句是 ：

（1）邏輯精簡 ；

（2）適時適性做事 ；

（3）凡事做好一點點 ；

（4）學術自由，管理配合 ；

（5）上課睡覺將走向平庸 ；

（6）越忙越優秀，自己人生自己把握 ；

（7）考試是一時的，遊戲是一世的，為一世

努力一時 ；

（8）頭頂上有多大的光環，屁股下就有多大

的陰影 ；

（9）學習只有踏踏實實沉下去，才能瀟瀟灑

灑浮上來 ；

（10）一分清華，一分北大 ；再一分暨大華

大，分秒必爭。

除了賦予金句的哲學內涵，再利用同學身邊

的故事印證，金句就更有生命了。比如 ：“頭頂

上有多大的光環，屁股下就有多大的陰影” 這一

句。我會這樣教育同學 ：“大家都知道數培隊的

袁同學和容同學，兩位同學中學階段獲獎無數，

一個保送北大一個保送清華，但很多同學未必知

道，這令人羨慕的光環背後多少不為人知努力的

陰影，各位同學是 5 點多放學，他們是 7/8 點放

學，各位的暑假有 46 天，但這些同學的假期只

有 10 天 ；多出來的都是不為人知的努力，這樣

陰影奠定了他們的成功。所以我們數培的同學少

埋怨多努力，他們今日成功，也是你們明日成功

的方向。請同學記住沒有無緣無故的光環，全是

屁股下的陰影變出來的！”

一次考試前夕，班群格外熱鬧，大家都在

瞎侃。一位同學忽然來一句 ：適時適性做事，

明天考試，複習去也。班群忽然安靜，一些不

明所以同學還在發問。另一位同學補充一句 ：

考試是一時的，遊戲是一世的，為一世努力一

時，複習去也。再有一位同學再接一句 ：一分

清華，一分北大 ；再一分暨大华大，分秒必

争，複習去也。班群從此安靜。

也許十年二十年之後，學生遺忘了中學

時光的種種，但這些 “金句” 深入骨髓，因為

我也對我班主任那句 “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 記憶猶新。因為這種植入靈魂的品德

教育，將成為同學價值觀人生觀的一部分。

【下期待續……】

景山道觀山閱海    
余草

全長約 10.1 公里的珠海景山道，計劃由西向東建設跨越山嶺的無障礙步道，把圓明
新園、板樟山、白蓮洞公園、吉大水庫、景山公園、城市陽台連接起來，為人們提供觀
山閱海，休閒健身的好去處。

景山道目前開放的是板樟山山地步道和吉大水庫觀海段。板樟山段由園明新園至板
樟山，這段路可覽白石、北嶺、板樟山，站在澳門回歸紀念亭，繁華鬧市，近在咫尺，
腳下迎賓大道車水馬龍，穿行不息。

連通吉大水庫和景山公園的觀海段，全長 2.4 公里，今年元旦才落成開放，設有起
雲亭、湖景吧等景觀。

步入觀海段，迎來的是吉大水庫的靜謐清幽，四下群巒蒼翠，空氣清新，舉目禿鷹盤旋，
在尋覓回憶，水庫因施工暫時乾涸，水跡遺痕，訴說着少年時翻山遠足的故事。俯瞰石
景山怪石嶙峋，回想珠海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點，感受城市面貌變化迅猛。遠眺港珠澳
大橋長龍卧波，氣勢雄偉。道路盡頭城市陽台香爐灣一灣白沙，水天相連。回首山谷步道，
蜿蜒曲折。走過這段路，無不驚歎工程的偉大！穿山過嶺，使人更便捷親近大自然。

目前觀海段景山公園道路還在修建，因此只能從吉檸路吉大水庫進入，要走回頭路
的。祈望景山道早日落成，把城市和山海連成一線。

▲ 吉大步道穿越山谷

▲ 優美的景山道觀海段

▲ 板樟山下迎賓大道車水馬龍

▲ 山地步道棧道凌空

▲ 遠眺香爐灣令人神往

▲ 黝黑的巨石留下昔日爬山遠足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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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火燒雲三文(散文詩)    
芥子

〈一〉夕陽繽紛
夏天夕陽西下時的火燒雲，真是奇觀︰它將黃燦燦的光輝灑向大地，使整個大地都

洋溢着詩意 ；而且它像一個魔術大師在耍弄多棱鏡、萬花筒，時如黃茸茸的小兔在跳躍 ；
時如振鬃長嘯的駿馬在奔馳 ；時如張牙舞爪的蛟龍在騰飛 ；時如五彩繽紛的孔雀在開
屏……真是應有盡有，目不暇接。

也許白晝太熱，天上人間溫度不平衡，東南西北濕度不均勻，老天爺重新安排，
風聽使喚，火雲退位，烏雲佈置，借電引雷，大雨滂沱……到了入夜，雨停風吹，天
上新雲彩在擦穹蒼，月亮登場。它先是露出一線彎眉，接着變成細鈎，變成鐮刀，變
成小舟……最後變成圓圓的滿月，亮亮的，笑盈盈的。

〈二〉華燈初上
傍晚，我透過車廂，看到斜陽依山，一片火燒雲映得大哥、大嫂的臉紅通通的，郊

野的平屋小樓是紅紅的，路兩旁的綠樹也鍍得紅紅的，太陽緩緩地讓山拖住，火燒雲從
深紅色漸漸地變成灰紅色，又慢慢變成灰白色，穿行在幾朵灰白的雲間，一會兒明，一
會兒暗，車停月停，車行月追，好像在與汽車比賽。真不知是雲追月，還是月追人。

雲月人追來追去，追到夜幕垂空。一刹那，華燈初上，現在鄉鎮合一，村頭的廣場
聚集了許多舞蹈愛好者，他們隨便湊合，在錄音機伴奏下，一齣齣健康舞就 “秧起來”。
也許是太認真吧，有的 “香汗” 濕身，幾十歲人，真是 “冬天的春色”。這就是新時代的
產物、風尚。

〈三〉夕陽無限好
夕陽多麼好，它把天上的一大片雲烤紅了，變成火燒雲。倘若不是及時遷徙，火燒

雲恐怕變為黑灰雲。夕陽多好啊！它還給萬物塗上了一層美麗的紅玫瑰色彩。遠處的山
是紅的，樹木是紅的，古塔是紅的，梯田是紅的……近處屋瓦房檐，罩上一層紅紗，紅
得耀眼。腳下的河水像一條紅綿帶，風過處，水面上泛起層層紅色漣漪。天上雲的影子，
河邊樹的影子，連同人的影子，都倒映在河水裡，水中好像一個紅色世界。雲影、樹影、
人影……忽而交織在一起，忽而往遠處散開，置身於此景，人好像到仙境一般心曠神怡，
遐想無限……

詩兩首
劉澤彬

辛丑壬寅交接隨筆六闋
李祥立

《歡呼北斗三號最後
一顆組網衛星發射成功》

北斗迴天轉，神舟舉世驚。

騰飛星際夢，牽動九州情。

網絡商機拓，航空科技征。

豈容狼虎伺，歲月更崢嶸。

《五四精神》
英雄總在少年時，莫負豪情志不移。

激盪風雷騰熱血，燃燒理想譜新詩。

橫眉批鬥強權辱，怒目驅除列國欺。

五四思潮花再放，青春有夢勇奔馳。

《歲末》
道上無人鳥自閑，早梅初出女墻攀。

老尨酣睡朱門靜，寒日趖西戀遠山。

《農曆四月天》
時律清和四月天，倉庚聲囀競爭妍。
身隨風沐人輕快，心倚雲翔自得然。
玉葉傳芳晨氣淑，金芝挺秀曉霞鮮。
平生最愛無拘束，名利全拋不老仙。

《暮秋吟》
紫塞蒼鴻天外鳴，金堤翠柳水邊傾。
拂林下葉風偏勁，倚戶窺眠月正明。
汀蕙半雕凝白露，江楓漸老換紅纓。

中宵氣爽華堂靜，唯我伊吾誦讀聲。

《鄭觀應誕辰180周年》
剛方正直氣軒昂，勞怨無辭為善當。
五願宏持陳大志，萬言彪炳著華章。
官商潔士名聲顯，儒道通才德行良。
永記先賢垂懿範，一心輔國奮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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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小品博雅小品

《聒龍謠•蝦》
棲集聯群，戴盔覆甲，頂上挺矛鬚舞。湖海為家，仰乾坤如許。會河川、來趁新潮 ；

棄沼澤、再尋征路。虎頭公、灘淺欺龍，一身勇，搶先渡。  
紅衣剝，綠醪傾，愛佐膳佳品，金樽頻舉。尤宜小宴，稍吹薪蒸煮。味鮮甜、當盡瓊杯；

肉爽嫩、更揮犀箸。縱須臾、指點江山，便吟詩去。

《揚州慢•梅》
綠萼添妝，縞仙扶醉，奇姿得力天工。自初陽應候，便鄙與時同。際迎臘、清香繁豔，

江南一帶，都坼微紅。至春臨，不待群芳，來去匆匆。
騷人别賞，對橫斜、吟詠多重。喻傲雪淩霜，堅貞秉節，意遠辭豐。務觀有詩存證，

林和靖、更是情濃。步欄邊謳誦，伊誰聊寄幽悰？

詩兩首
脫凡塵

《江  門》
兩江新會合清流，

煙墩蓬萊南北守。

行商坐賈百餘載，

門前歸楫萬千艘。

《茂 名》
潘仙晉西東，

丹鼎煉鉛汞。

思乾涌龍涎，

茂名顯霞踪。

書法兩幀
胡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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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部
舉辦形成性評核講座

本刊通訊員

▲ 鄧偉強督學與教師們分享“家課評測”的方法 ▲ 鄧偉強督學

特區政府於 2020 年公佈了《本地學制正規教

育學生評核制度》，為讓前線教師更好地掌握評核

制度的精髓，有效實施合理的家課佈置及評測方

法，以促進學生學習成功，本會學術部於 2022 年

3 月 9 日假澳門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舉辦 “良

好的形成性評核——如何實施有效的家課及評

測” 專題講座，邀請了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代表學

校督導協調員鄧偉強督學作主講。講座吸引了來

自各校近八十位教師參加。

鄧督學以學生身心健康為出發點，向與會教

師分析近年教青局推動的功課在學生評核方面的

工作和陸續走訪 50 多所學校取得的經驗，他表

示，澳門推動的工作與內地教育推行 “雙減” 政

策目標相同，均是希望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成長，

並分別從北京、上海、廣州的 “雙減” 實施情況

作對比介紹，他表示，三地都有對評核和功課進

行調整優化，認為評核和功課的目的都在於讓教

師更瞭解學生在不同方面的表現與學習需要，促

進學與教的發展。

此外，鄧督學認為，為更有效進行功課和評

核，尤其要注意四方面的處理，包括 ：統籌協調

機制、總量控制、提高素質及家校合作，並指出

教青局的《學校運作指南》中有制定學生功課和

評核指引和提供範例，推動學校做好功課和評核

的素質、數量、頻次的規劃及監察工作，並分享

了部分學校的實行情況，也分享了一些學校推行

形成性評核成功的例子，希望能給教師們帶來啟

發。

有與會教師表示，講座內容非常實務有效，

認為鄧督學的分享引發前線教師對如何科學合理

佈置作業的思考，提高作業設計的質量，豐富作

業的形式，培養學生各學科的素養和興趣。亦有

教師表示，課堂教學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陣地，

那學生課外作業應該是學生學習的 “助推器”，

是學生成長的生長點。作業設計要體現 “學生為

本” 的理念，要滿足不同學生的個性化發展需求。

▲ 科學館人員向教師們講解無人機理論知識▲ 教師們現場操作無人機

隨着科技發展，無人機在各行各業均有用

途，包括在 STEM 教育的應用也變得很常見，為

了更好地推動澳門科技教育和提升澳門電腦、科

學教師的教學水平，本會與澳門科學館於 2022 年

5 月 26 至 28 日一連三日假澳門科學館機械工房

共同舉辦 “澳門教師專業成長計劃（科技類）：教

育類無人機編程技巧工作坊”，吸引了十六位來自

本澳各校的教師參加。活動獲澳門基金會贊助經

費。

工作坊由澳門科學館派出專業技術人士為教

師們作講解及指導，從認識無人機的發展、基礎

使用知識、原理、用途等作理論介紹，通過講解

幫助教師熟悉無人機的構造，並讓教師們結合理

論知識，即場動手拆解、拼裝無人機零件。在科

學館人員的指導下，教師們通過拆卸重組、測試

無人機的性能，現場進行試飛實驗。除了無人機

原理和基礎操作的教學外，課程還教授關於 DJI 

Tello TT 基礎操作及編程使用概念，老師們透過學

習程式編寫，瞭解如何向無人機發出指令，實現

多機協同控制。最後，科學館工作人員還為教師

們分享無人機各類感應器與圖象識別應用功能，

介紹無人機的相關賽事、模擬練習及各類應用技

巧，指出現今無人機技術無論在航拍、地理測

繪、地形環境檢測、物資運送等都發揮了很大的

效用，相信隨着無人機技術不斷地完善，今後無

人機的使用將更加普及，對我們今後的生活會有

更大影響。

有參與是次課程的教師表示，課程內容簡

明精練，專業性、實踐性高，透過對無人機的通

信技術、控制理論、飛行力學原理、設計等多個

學科知識的講解及實踐，能很好地認識無人機的

構造和運用，填補了自身關於無人機類知識的空

白，並表示會將課程的所學帶回課堂，讓學生們

也能更深入地瞭解無人機科技。

本刊通訊員

學術部
舉辦無人機編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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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教師通過線上形式與薛強老師進行交流

2022 年 3 月 16 日，學術部語文小組假本會

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舉辦 “澳門教師專業成長

計劃（語文類）：普通話朗誦技巧講座”，邀請

深圳市福田區語文教研員薛強高級教師作演講嘉

賓，薛老師以 “朗讀，用聲音來解讀文本” 為主

題演講，本澳中小學六十多位語文教師與會觀摩

聆聽。因疫情原因，是次講座採取線上直播形式

進行。活動得到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薛老師以宋代柳永、蘇軾詞的流派不同，引

出 “朗讀，用聲音來解讀文本” 的要義，漢語是

一種優美的聲音藝術，朗讀是一種有文化的學習

方法，如能有效地將兩者結合，便能為作者和讀

者搭建心靈溝通的橋樑。他認為，朗讀應把握抑

揚頓挫，注重字正腔圓保持氣韻流暢，正確解讀

文本，或許這才是朗讀成功的秘訣。他用中小學

語文教材不同片斷示範朗讀，與會老師即場參與

朗讀，會場的氣氛活躍，薛老師與現場聽教師有

着良好的互動。

接着，薛老師進而指出，朗讀者除掌握朗

讀基本要求外，更應該注重對作品的表情達

意。要正確理解朗讀內容，吃透神韻 ；要正確

把握語氣，注意一氣呵成 ；要合理想象，腦海

有畫面感 ；要聲情與文情有機結合。強調陳述

句聲調要平，疑問句聲調由低而高，祈使句聲

調要緩，命令句收音快速，感嘆句慢而深沉。

從理論到實踐，薛老師一一舉例示範，讓與會

教師互相揣摩領悟。

    最後，薛老師建議 ：學生朗誦應以自己的語音

特色選取參賽作品，教師需要指導學生深入理解

文本，吃透情感基調，啟發學生通過語境想象畫

面，通過語音摹畫特點。期間，有教師就學生理

解文本的層次、誦材的處理、集誦中的領誦等問

題向薛老師諮詢，薛老師均予以熱情回應。

有與會教育師表示，講者提前為教師們精心

準備了講座提綱，從理論到實踐，從講解文本到

示範朗讀，儘管以線上形式進行，但效果良好，

收穫匪淺，建議多舉辦此類講座，以提升教師的

語文素養。

本刊通訊員

語文組舉辦朗誦技巧指導講座

▲ 來自各校八十多位語文教師參與講座

為增強語文教師對內地語文課改信息的瞭

解，分析內地語文課程內容，提升語文教師的專

業素養，學術部語文小組於 2022 年 5 月 19 日邀

請廣東嶺南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院長、基

礎教育課程教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斌輝教授以線上

模式，在本會教師綜合活動中心作 “澳門教師專

業成長計劃（語文類）：‘以語文高效課堂內涵，

特點與現實策略’” 專題講座，本澳各中小學語文

教師八十多人參加。活動獲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李教授首先介紹了 “高效課堂” 在內地的發

展歷程，緣起於師本教學，上世紀 80 年代提出有

效教學，本世紀初聚焦高效教學，近年來正在探

索品質教學，教學隨着時代變遷正在發生變革，

“高效課堂” 成為當下教育界的熱門話題，也是

新課程改革理念及學生主體性確立的高漲產物。

李教授指出，高效課堂應具有學有所得、學

有所獲的學習效果，學有價值、學而有用的學習

效益，以及學得科學、簡潔省時的學習效率。但

目前，內地 “高效課堂” 存在目標模糊化，教學

模式化、學習還原化、效果功利化的誤區，針對

這些問題，高效課堂的建構，在學生方面應以學

生的和諧發展、目標引領、內在生成為導向 ；對

教師而言，應該建構生本課堂，“喚醒” 學生並提

供支持與幫助，開發學習資源，實施具有包容性

的學習評價。此外，教師亦要注重自身的專業發

展，加強理論學習與教學實踐反思，是實施 “高

效課堂” 的根本保障。

最後，李教授總結，要讓語文課堂教學變得

“高效”，教師還需要有課程意識，即對語文科性

質的定義、明確語文素養的目標、對文本內容的

領悟。他表示，語文教學注重閱讀與鑑賞、表達

與交流、梳理與探究，在語文實踐中培養學生的

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是教學 “有文化”、“高效” 的

唯一證明。

與會教師表示，李教授的講座，理論與實踐

相結合，為教師們梳理了高效課堂與高效教學的

區別，闡明了如何運用合適的教學方法提高教學

效能，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效率，對自己今後開展

教學有啟發性的指引。

本刊通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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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31
2022 第 2期 2022 第 2期



部門通訊部門通訊

英文小組
舉辦英文線上講座分享朗誦技巧

本刊通訊員

為進一步提升本澳英文教師英文朗誦教學能

力及技巧指導能力，本會學術部英文小組於 2022

年 3 月 25 日舉辦 “英文朗誦技巧講座”，邀請了

聯國學校 IB English Teacher Ms. Esther Wamugunda

作分享，因受新冠疫情影響，是次講座採用線上

形式進行，有一百五十多位教師透過電腦居家與

會。

Ms. Esther 以 “English Recitation Skills: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為主題進行分享，以演講方式

為例，從演講的作用、技巧、準備作介紹。她認

為好的演講具有說服力和、動情力和感染力，而

學生的朗誦與演講相似，如何適當地表達情感非

常重要。為了更好地讓老師們處理好指導朗誦所

遇到的問題，她向老師們分享了各項準備事宜的

建議。雖然講座採用線上形式進行，與會教師仍

踴躍參與討論。最後 Ms. Esther 期望教師們在指導

學生朗誦技巧的時候，更要關心鼓勵學生，培養

學生的自信心，增強學生的勇氣，幫助學生克服

在公共場合演講的心理障礙。

2022 年 5 月 14 日，學術部幼教小組假本會

教師綜合活動中心舉辦 “澳門教師專業成長計劃

（幼兒教育類）：生活中的美感——幼兒美感教

育方案教學實例” 專題講座。吸引近八十位來自

各校的幼兒教師參加。是次講座特邀請澳門大學

教育學院劉乃華助理教授為主講嘉賓。活動獲澳

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劉教授在講座中透過生動的方案教學實例

讓老師們理解幼兒的美感教育需要從各種感官切

入，培養幼兒美感三大能力 ：探索與覺察力、表

現與創作力和回應與賞析力。接着，劉教授從美

感領域課程內涵、幼兒的天生美感能力、幼兒美

感的教育目標、美感領域之實施方法四方面作分

享。其中幼兒美感教育方案教學實例為是次講座

的重點內容，劉教授透過不同年齡、多種形式的

方案教學實例和與會教師分享，並結合教學理論

和教師們共同探討相關案例的優缺之處，協助老

師們初步掌握生成及開展方案教學的三個階段和

本刊通訊員

幼教小組辦幼兒美感教學講座

▲ 吳少蘭副秘書長（右）、幼教小組組長練渝萍（左）代
表本會向劉乃華助理教授致送“感謝狀” 

▲ 劉乃華助理教授與幼兒教師們分享幼兒美感教育

由康樂部主辦、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贊助的二○二二年 “現代盃” 全澳教師乒乓球團體賽，經

過兩天的激烈角逐，澳門坊校 B 隊勇奪男子組冠軍、沙梨頭坊校隊勇奪女子組冠軍。

頒獎儀式 2022 年 4 月 14 日在鏡平中學禮堂舉行。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澳門）營業經理區啟

榮，本會理事長鄭洪光、副秘書長陳建邦、康樂部部長王文常、副部長李劍鋒等主持了頒獎儀式。

獲獎隊伍如下 ：

【女子組】冠軍 ：沙梨頭坊校隊 ；亞軍 ：浸信聯隊 ；季軍 ：濠江英才隊 ；殿軍 ：濠江聯隊。

【男子組】冠軍 ：澳門坊校 B 隊 ；亞軍 ：澳門坊校 A 隊 ；季軍 ：明愛聯 C 隊 ；殿軍 ：青松隊 ；

第五名 ：培華隊 ；第六名 ：粵華聯隊 ；第七名 ：濠江 A 隊 ；第八名 ：菜農小學隊。

五個方法。

參與的老師們紛紛表示是次講座提供了多方

面且具有操作性的美感教學實施方法，能有效幫

助老師們將美感教育的理念實踐於日常教學活動

中，引導幼兒在日常生活中發現美、探索美、創

作美和感受美。

本刊通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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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球賽頒獎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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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部“2022全澳教師桌球單打賽”
圓滿結束

本刊通訊員

康樂部於 2022 年 5 月 12、13 日假桌球王子舉行 “2022 全澳教師桌球單打賽”，比賽在嚴格遵

守政府的防疫指引下進行。是次比賽有二十五位來自各校的老師報名參加。經過兩天連場激戰，澳

門大學鄒少峰奪男子組冠軍、培華中學張詠欣奪女子組冠軍。

頒獎禮已於比賽後隨即進行。康樂部部長王文常、副部長李劍鋒、常務理事凌永申等主持頒發

了各個獎項並與獲獎者合照留念。

優勝者如下 ： 

【男子組】

冠軍 ：鄒少峰 ；亞軍 ：馮萬成 ；季軍 ：雷偉華 ；殿軍 ：劉天亮。

【女子組】

冠軍 ：張詠欣 ；亞軍 ：余昊澄 ；季軍 ：梁曉穎 ；殿軍 ：唐詩晟 ；第五名 ：吳惠梨 ；第六

名 ：黃海雲。

▲ 教師桌球單打賽優勝者合照

為慶祝 “三 • 八” 國際婦女節，旅遊部於

2022 年 3 月 5 日舉辦 “慶祝 ‘三 • 八’ 國際婦女

節活動”，組織婦女會員於澳門旅遊塔進行自助餐

會。

本刊通訊員

旅遊部舉辦活動慶祝“婦女節”
福利部
辦慶 “六．一”親子運動遊戲工作坊

本刊通訊員

本會福利部一直以來關心會員身心健康及會

員子女學業生活，為豐富孩子們的課餘生活，為

本會理事長鄭洪光代表本會祝願婦女會員們

節日快樂，並感謝女教師們對本澳教育事業發展

的辛勤付出。一眾會員登上旅遊塔俯瞰美景，在

會員們在旅遊塔歡度 “婦女節”

本會會員提供親子交流平台，多年來舉辦會員子

女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活動，活動深受會員支持

餐會上暢談甚歡、其樂融融，大家提前度過了一

個愉快的 “三 • 八” 婦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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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22 年 5 月 28 日，本會舉辦慶祝 “六．一”

國際兒童節—親子運動遊戲工作坊，是次活動有

別於過去以孩子為主體，這次是家長與孩子共同

參加，響應政府齊運動健體魄的號召，讓孩子和

家長一起 “動起來”。導師按不同年齡層，設計一

系列的小任務，讓家長與子女一起完成，除了強

身健體外，更重要是家長與子女的合作性。現場

氣氛熱鬧，互相加油打氣和歡呼聲響徹全場。本

會福利部部長葉繼青致詞時勉勵孩子們要有感恩

之心，除感恩在場導師的協助外，更重要的是感

謝父母陪伴成長，要勤奮學習，好好孝順父母。

當天活動因應防疫要求，按年齡分為三場進行，

參加總人數近百人。

▲ 參加工作坊的會員及其子女合影

活動回顧：

活動回顧：

▲ 師友們在鷹培訓基地進行移地學習

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於 2 月啟動了第九

屆 “師友伙伴 攜手共進” 計劃，透過一批對教育

充滿熱忱的經驗教師，以志願者的方式，擔任青

年教師的導師，聆聽青年教師的心聲，瞭解他們

在教學上所遇到的種種問題，關顧他們的身心健

康。同時，藉着分享自身職涯經驗和教學反思，

幫助年輕教師職業成長，攜手共進。

為了增進青年教師之間的情誼，加強師友團

隊的凝聚力，促進成員之間的瞭解，該會於上周

未 2022 年 3 月 19 日組織了 30 名青年教師前往飛

鷹培訓基地進行移地學習，青年教師在教練的帶

領下，透過小組啟導、高空訓練等活動培養教師

們團結互助、不畏艱辛、敢於挑戰的精神。

參與是次活動的教師表示，移地學習很好地

加強了師友伙伴們的凝聚力，對師友團隊的建設

起到很好的幫助。其次，“師友伙伴” 計劃除了

讓參與的教師獲得學科教學知識及職業素養理論

外，是次移地學習更培養了教師們的心理素質、

組織領導力、團隊互助等，對個人成長而言是一

次十分好的體驗。最後，是次活動為各教育同工

提供了同儕交流的平台，來自各校的教育同工齊

聚一起，互相分享教學經驗和個人職業成長歷

程，不但對自身教學和職業成長起到借鑒作用，

也能在交流中增進互信，尋獲良師益友。

展望明年，“師友伙伴 攜手共進” 計劃將走進

第十個年頭，十年奮進，不負韶華，教育會青協

會繼續加強對青年教師的關心和支援，傳承好愛

國愛澳火種，不忘教育初心，勇挑教育重任，為

建設澳門優質教育團隊、促進澳門教育事業發展

貢獻青春的力量。

本刊通訊員

第九屆師友計劃移地學習收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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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第九屆“師友計劃”老師順利完成課程獲頒發證書

為了讓青年教師更快投入教學角色，提升

教學專業素養，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今年

二月啟動了第九屆 “師友伙伴 • 攜手共進” 計

劃， 結 業 典 禮 於 2022 年 4 月 22 日 在 澳 門 教

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舉行，參加的師友共聚一

堂，共同總結心得、分享體會。

是次計劃有二十七位青年教師和十位資深

教師參與。計劃為期三個月，共分為四部分，

除了組成 “師友諮商小組” 外，還包括了六個

範疇的經驗分享，包括尋找中華文化之美、師

德建設及教師素養、課程與教學、班級管理、

愛國愛澳、本土文化，一項短期課程（探討

《私框》），以及 “移地” 學習。

澳門中華教育會會長陳虹出席結業禮致辭

表示，“教育興則民族興”，要堅持把教育這個

事關千家萬戶和中華民族未來的大事做好。“愛

國愛澳” 是澳門行穩致遠的基礎，教師們將堅

定不移堅持 “愛國愛澳” 宗旨，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 方針，為培育愛國愛澳接班人貢

獻力量。她鼓勵師友們要時常反思自身的教學

不足，不斷提升自身教育素養，使其專業得到

發展和深化，希望師友們能繼續互相鼓勵、彼

此支持，延續師友精神。

青協會長馬耀鋒期望經驗教師和青年教師

能藉此平台攜手共進，促進專業發展。他感謝

師友們積極參與計劃，鼓勵今後教師們繼續支

持教育會青協工作，凝聚青年教師的向心力，

共同繪畫澳門美好的教育藍圖。

參與的青年教師表示，經驗教師的寶貴經

驗和支持，能有效幫助他們更好地面對教學上

本刊通訊員

第九屆“師友計劃”結業禮溫馨

▲ 教育會及教育會青年協會負責人和參加“師友”的老師合影

的種種困難和挑戰，並提供了很好的處理和解

決方法。有經驗教師表示，透過該計劃，一方

面能分享自身的教育教學心得，同時也在交流

中對自身教學進行總結及反思，與青年教師共

同成長。

青協
舉辦座談會探討青年教師使命與擔當

本刊通訊員

為進一步增強青年教師認識及學習 “五 ‧

四” 精神，傳承及弘揚 “五 ‧ 四” 精神，培養愛

國愛澳情懷。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 2022 年

4 月 30 日舉辦慶祝 “五 ‧ 四” 青年節座談會。

活動獲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贊助。教育會監事

長高錦輝、副理事長吳少蘭、陳家良以及青協顧

問凌永申、會長馬耀鋒、副會長李雪松、理事長

張鼎宏、監事長麥芷琪、學藝部部長高勝源等出

席。座談會上以 “五 ‧ 四” 精神與新時代青年教

師使命為主題，進行專題分享及互動交流，吸引

了五十多位青協成員及青年教師參與。

陳家良首先就當前疫情的多元衝擊、博彩業

的深度調整、澳門未來的發展機遇等方面展開探

討，認為疫情對澳門的經濟和社會帶來沉重打擊

的同時，也為國家和澳門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勉勵青年教師要有信心，努力培養學生的家國情

懷與國際視野，提升幸福感與核心競爭力，增強

科學素養與創新能力，為澳門多元經濟注入新動

力。

隨後，高勝源從歷史的角度出發，與青年教

師探討五四精神。他深入淺出地介紹 “五 ‧ 四”

運動發生的背景，詳細分析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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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影響等，讓青年教師深入認識 “五 ‧ 四” 運

動的愛國主義精神，鼓勵青年教師以身作則，牢

記育人的使命，引導學生樹立高遠的理想，為國

家為澳門的人才培養貢獻自己最大的力量。

馬耀鋒接着透過介紹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

區、粵澳深合區等資訊，帶出國家新時代的發展

策略，並透過分享澳門新興產業以及澳人北上優

惠政策，勸勉時下青年要善用區域平台機遇，進

行全面的人生規劃，並以堅實的理想信念、良好

的身心素質，積極投身參與國家和澳門發展大局。

互動交流環節中，與會者圍繞 “青年政策”、

“青年幸福感”、“青年教師的使命與擔當” 等議

題，進行深入交流，氣氛熱烈。出席的教師認為

座談會內容很豐富，大家的分享很精彩，凸顯了

育人的使命感，未來會更好地擔當學生健康成長

的指導者和引路人的角色。

▲ 教育會青協座談學習“五·四”精神

青協
保齡同樂日廣受教師歡迎

本刊通訊員

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於 2022 年 5 月 28 日下午在佳景保齡球場舉行了 2022 年全澳教師保齡球

同樂日，是次活動按政府的防疫指引下，共有二十八隊一百五十人報名參賽。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贊助該

項活動部分經費。

全澳青年教師保齡球同樂日吸引不少教師參加，成為增進教師友誼，紓緩工作壓力的受歡迎活動之

一。比賽分兩輪進行，除了參賽者積極參與外，亦吸引了不少青年教師，選手們施展渾身解數，出現全

中時，引來旁觀者陣陣歡呼。氣氛熱烈而溫馨。

經過接近兩輪的激烈角逐，各獎項相繼 “名花有主”，賽果如下 ：

【團體組冠軍】利瑪竇聯隊。亞軍 ：聖心隊 ；季軍 ：極速旋轉隊 ；殿軍 ：明愛 B 隊，第五名 ：

菜農隊 ；第六名 ：餘協隊。

【個人最高積分獎】（男子組）第一名 ：趙浩樑 ；第二名 ：梁兆聰 ；第三名 ：盧天浩。（女子組）

第一名 ：周少容 ；第二名 ：梁曉穎 ；第三名 ：吳銀芬。

比賽結束後隨即頒獎，澳門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岑耀昌、副秘書長李雪松以及該會顧問凌永申、監

事長麥芷琪、文娛康樂部副部長張讚輝、郭明俊等主持頒發了各個獎項，並與獲獎老師合照留念。

▲ 賽後進行頒獎

 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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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學校舉辦

東南學校通訊員

2022年 4 月 11 日，東南學校舉辦“‘兩會’對青年學生的啟發”公民與品德教育主題活動，邀

請澳區全國人大代表黎世祺先生、全國政協委員陳虹女士擔任主講嘉賓，期望通過

分享兩會精神及與會經歷，增強東南學校師生對國家的認同感，加深對國家未來規劃與發展的認識，

開拓師生視野，幫助澳門年青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設澳門，報效祖國。活動由東南學校陳春新

助理校長主持。

澳區全國人大黎世祺代表以《穩中求進，在

新征程上凝聚奮鬥力量書寫新的華章》為主題，

圍繞 “兩會” 內容展開分享，演講主要內容共三個

部分，一、“過去工作回顧與展望、目標和政策取

向” ；二、“堅持把教育這個關於千家萬戶和中華

民族未來的大事辦好” ；三、“政府工作報告談港

澳工作”。他說過去一年是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歷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一百周年，勝利召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制訂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開

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進軍新征程。今年 “兩會” 召開的全程時間

短，是在疫情背景下順利召開了如此大規模的會

議，讓師生了解到我國在疫情防控中彰顯的力量、

效率與意志。黎世祺還表示，“一國兩制” 在澳門

行穩致遠，國家的強大是我們最大的後盾。他鼓勵

東南學校師生作為澳門年青一代，應主動擔起使命

重任，發揮自身優勢，向世界說好澳門故事。更要

把握好歷史機遇，善用國家為港澳居民出台的粵港

澳大灣區的各項政策，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和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區等建設，努力融入國家發展，成

為國家新時代青年。

全國政協委員陳虹在分享中向師生們展示了

“2021 年中國成績單” 和 “2022 年政府工作報告”

發展主要預期目標，當中包括求學、就業、科研、

住房和醫療等方面，總結國家為保持港澳長期繁榮

穩定出台的政策措施。國家將繼續全力支持澳門特

區依法施政，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 、“愛澳者治澳” 等方針，她認為國家切實保障

了澳門居民的合法權益以及維持澳門的繁榮穩定，

並為澳門年青創造了多元發展的空間，包括粵港澳

▲ 東南學校舉辦“‘兩會’對青年學生的啟發”德育活動

濠江中學
濠江中學通訊員

為了慶祝我校建校九十周年，弘揚愛國、愛澳、愛校的精神，增進師生對校史的認識，中學部

學生會於 2022 年 3 月 28 日周會課上舉辦了“慶祝濠江中學建校九十周年系列活動之校史知識

競賽”( 高中決賽 ) 活動，一千多名師生參與。

參賽隊伍分為四人一組，共有四支隊伍經過初

賽進入決賽，角逐冠、亞、季軍。四支隊伍分別是

“五點共圓隊”、“鏡海蕩漾隊”、“濠情脈脈隊” 以及

“桃李芬芳隊”。競賽評審由尤端陽校長、陳虹副

校長、陳步倩副校長、高榮良教研員和學生會副主

席林含影同學擔任。

比賽分為必答題、搶答題和論述題三個環節。

必答題環節主要考驗參賽選手對校訓、校史、辦學

理念等內容的掌握度，選手們都答題快速。搶答題

環節中選手們通過觀看影片《澳門十月》中有關杜

嵐校長的片段，展開搶答比拼，氣氛熱烈。選手們

精神抖擻、從容自若、積極搶答的畫面，充分展現

了同學們自信的風彩。論述題環節中，選手們理論

知識準備充分，口齒伶俐，臨場發揮能力強。經過

三輪的博弈，最終由 “鏡海蕩漾隊” 奪得冠軍，“濠

情脈脈隊” 獲得亞軍，“五點共圓隊” 獲得季軍，

“桃李芬芳隊” 獲得殿軍。

高榮良老師點評表示，同學們在比賽中發揮出

色，尤其是論述題，反映了同學們對杜嵐校長和尤

端陽校長的愛國精神和辦學理念的熟悉和推祟。比

賽中，同學們表現出對學校歷史的系統深入瞭解，

愛校、感恩之情溢於言表。

通過比賽，同學們增進了知識，鍛煉了能力，

增強了對學校的歸屬感，傳承了濠江精神，營造出

濃厚的學習氛圍，促進身心健康成長。

表示，東南學校積極落實澳門特區政府《非高等教

育發展中長期規劃（2021 至 2030 年）》四個重要發

展方向的 “培養家國情懷與國際視野” 教育政策，

致力培養學生家國情懷、國際視野和時代意識，確

保 “一國兩制” 事業後繼有人，行穩致遠，並注重

以德行為先，使學生具備良好價值觀、人生觀和世

界觀。他勉勵東南學校青年教師和學子應多關心社

會，瞭解國家重大政策，正確理解 “一國” 與 “兩

制” 的關係，讓愛國愛澳傳統薪火相傳。還要抓緊

歷史機遇，提升自身競爭力，開闊視野，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及澳門作出貢獻。

大灣區的出台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等，她

鼓勵東南學子成為具備家國情懷良好素養的青年

人，傳承愛國愛澳精神。並親身投入國家給澳門青

年創造的發展機遇，為未來作好準備。陳虹還分享

了 “兩會” 期間的點滴和感受，她亦將繼續發揮好

政協委員的橋樑作用，把澳門居民的建議傳遞給中

央。

最後，陳春新助理校長感謝兩位來賓，為全體

師生分享了 “兩會” 精神和重要意義，以及清晰傳

達兩會精神，讓師生瞭解到更多今年 “兩會” 的情

況，以及 “兩會” 與國家全面發展的重要關係。他

▲ 濠江中學舉行校史知識競賽賀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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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訊特訊

新華夜中學舉辦

新華夜中通訊員

為加強學校師生對國家事務的關注，提升師生對國情教育的認識。2022 年 3 月 30 日，

新華夜中學邀請澳區全國人大代表黎世祺校長到校舉行“人大進校園”講座，

向師生傳達人大會議精神。

黎世祺校長以 “穏中求進，在新征程上凝聚奮

鬥力量書寫新的華章” 為主題，談及今屆人大會議

是在全球疫情持續的背景下在北京召開。在大環境

的影響下，今年國家將以 “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作為全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黎校長簡介了會議議

程以及簡述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結論 ：今

年中國發展面臨風險挑戰明顯增多，必須堅定信

心，真抓實幹，把 “穩增長” 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他欣喜表示國家堅持把 “教育” 這個關乎中華民族

未來的大事辦好，在財政緊絀下仍加大投入，他指

出未來國家將會加快培養 “理工農醫” 類專業，勉

勵學生可朝着這個機遇努力以赴。此外，黎校長表

示中央政府對代表們的提議及意見都很重視，相關

部門回覆及時。另外，他又提到澳門特區在第十四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有 12 名，可見中

央政府對澳門特區政府的照顧。

他點出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談港澳工作的四

個重點 ：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 ；

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堅定落實 “愛

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 ；全力支持特別行政區

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

最後，他談到韓正副總理在接見時勉勵澳門要

堅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來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鞏固好、維護好 ；用好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

的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建設和港

澳發展作出新貢獻。

講座上師生們全神貫注聆聽，黎校長給大家上

了一節精彩的國情教育課，獲益良多。

▲ 新華夜中學師生與澳區人大代表黎世祺校長合照

▲ 新華夜中學校長招國強 (右三 )
與澳區人大代表黎世祺 (右四 )合照

華南師大教育專業（澳門班）同學會

華南師大同學會通訊員

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專業（澳門班）同學會 30 多人於 2022 年 5 月 7 日於聯邦酒樓舉行

“探討本澳非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專題講座，共同針對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制

定的《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 (2021~2030)》作探討，並邀請了馬耀鋒立法會議員擔任主講嘉賓。

馬耀鋒議員表示過去十年，澳門社會發展迅

速，各界對非高等教育的需求有很大變化，而隨着

時代發展，世界各地紛紛提出新時代的教育目標和

要求。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制定的《非高等教育

中長期規劃 (2021~2030)》對澳門未來十年的教育

發展意義重大，是澳門教育整體發展的藍本導向，

馬議員向與會者簡要介紹了該文本的內容，點出文

本提出的四個重要發展方向 ：“培養家國情懷與國

際視野”、“發展學生軟實力”、“提升幸福感” 以及

“加強創意與科技教育”。另外，還講解了幼兒、

小學、初中、高中等各級各類教育重點，以及九種

重要措施。

對於十年規劃整體內容，馬議員表示十分認

同，四大重點發展方向既符合實際情況也有前瞻

性，尤其是提升幸福感，更加明確地表示教育不能

“重教輕育”，理應 “教”、“育” 兼施並重，真正體

現教育的意義。

最後，馬耀鋒議員向與會者分享了政府對立法

會有關教育議題的書面質詢的回复。特別是當下

普遍關心的 “疫下學生心理支援需求”、“非高等教

育學生之性教育的規範性推廣” 及 “本澳幼兒教育

高質量發展” 等議題的回應，均受到與會者高度關

注。

與會者感謝馬議員的分享，表示通過講解，能

更深刻地認識本澳未來的教育發展方向和定位，對

自身宏觀瞭解本澳教育發展政策起到促進作用，並

期望馬議員能繼續肩負好議員職責，為本澳教育事

業發展貢獻力量。

▲ 與會者與馬耀鋒議員（前右六）合影留念

▲ 與會者細心聆聽馬議員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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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校園點滴

濠江詩詞賽
傳承

中華文化
【濠江中學通訊員】

為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古詩詞的

閱讀與傳播，濠江中學語文科組於 2020 年 2 月

28 日在校本部禮堂舉行了第三屆 “傳承經典，擁

抱詩詞——中國詩詞大賽” 活動，全校一千多名

師生共赴這場詩詞盛宴，活動得到澳門基金會贊

助。該校校長尤端陽，副校長陳虹、陳步倩，助

理校長劉智丹、周明等出席活動。尤端陽表示，

詩詞大賽激發了同學們學習中華經典的興趣，讓

詩意、詞情浸潤整個校園，營造了濃厚的書香校

園氛圍，未來將繼續舉行相關活動，讓中華文化

薪火相傳、發揚光大。

在中華五千年的浩瀚歷史文化中，古詩詞

就像一顆璀璨的明珠，在文學藝術的星空中熠熠

生輝。是次活動旨讓全校師生都能踏上古詩詞之

旅，流連於溢滿華彩的詩詞世界，感受其中的獨

特魅力。比賽評委由去年詩詞大賽的獲獎同學擔

任。

五支參賽隊伍在全校經過初賽、複賽後脫穎

而出角逐冠軍，他們個個滿腹詩文，能言善道。

比賽分四個環節 ：詩詞對對碰、飛花令、猜猜

“它 / 他” 是誰及詩詞才藝表演，通過多樣的形

式，從不同角度考驗參賽同學掌握詩詞的情況、

綜合文學素養及臨時應變的能力。

經過激烈比拼，最終由長青隊（林書屹、

鄭淳、龐軼文、蘇靖偉、陳樂縈）勇奪冠軍，滄

海隊（羅嘉湘、徐煜林、袁曉萱、葉浩釗、黃柏

源）獲得亞軍，星陸隊（關星陸、游美金、戴杏

燕、黃心言、詹蕾）獲得季軍。

比賽冠軍隊伍的林書屹同學表示，活動讓他

感受到詩詞文化的博大精深，參加比賽後，更加

熱愛中華古典詩詞，並會一直喜愛下去。

高三級鄭同學被選手出色的表現深深感動，

她認為 “飛花令” 需抽出 “行令” 的起始隊伍和

所行的 “令花”，當 “令花” 出現時，五秒鐘內

對答不上來，則被淘汰出局，這個環節特別吸引

她，讓她明白要做到嫻熟地運用古詩詞，並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要付出艱苦的努力，以後一定會

好好學習和傳承古典詩詞文化。

▲ 濠江詩詞大賽營造濃厚的書香校園氛圍

新華夜中
學員認識
《憲法》及
《基本法》

【新華夜中通訊員】

中華服飾，穿梭於主題攤位及工作坊中，現場設

有 13 個班際攤位，攤位由各班學員親自設計，

主題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澳門基本

法》、中華傳統文化及澳門回歸的歷史，讓參與

者從遊戲中增強對憲法及基本法的認識。另外，

場內還設了兩個傳統工藝工作坊，分別邀請到珠

海市民間文藝家協會王喜果主持中國非物質文化

遺產 “糖畫” 工作坊，及由鳳城老澳門手信主持

富有澳門特色風味的 “鳳凰卷” 工作坊，還設有

中華服飾留影區，讓大家留下倩影。“猜燈謎 ‧

識名著” 活動以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為主題，讓參

新華夜中學 2022 年 4 月 8 日舉辦由 “澳門

基金會” 及 “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 資助的 21-22

學年 “傳承 ‧ 傳情──歷史文化校園計劃” 之

“識 ‘法’ 同樂夜” 以及 “猜燈謎 ‧ 識名著” 活

動。活動目的為加強學員對中國歷史、中華傳統

文化及澳門歷史文化的認識，培養學員熱愛家國

的情懷。

“識 ‘法’ 同樂夜” 當晚師生們配合主題穿上

與者開動腦筋，提升對中國文學的知識及興趣。

現場氣氛熱鬧，參與者皆沉醉在濃厚的歷史文化

氛圍中。

▲ 新華夜中學員認識《憲法》及《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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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東南學校教
師培训之
“認識兒童
情緒及行為”
【東南學校通訊員】

基於近年疫情的發生，導致社會及家庭環

境產生變化，對學生的成長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

響。東南學校通過是次校本培訓，讓教師能夠更

全面地認識學生不同的狀況，理解兒童在成長過

程中的情緒及行為特點，及早識別學生在專注

力、情緒、行為、社交和溝通方面的困難和問

題，從而選擇適時和適切的輔導方法，幫助學生

構建健康心理。通過家校合作，與家長保持溝

通，與家長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讓家長明白教

師採用這些輔導方法的原因，一起協助、面對和

解決學生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在是次 “認識兒童情緒及行為” 培訓過程

中，我校的幼稚園教師積極參與其中。有教師表

示，對於幼稚園學生的教學，需要維持靈活及多

元的特點，在現時防疫常態化的環境下，教師們

需要迅速應對疫情對學生身心發展的影響，及早

察覺學生出現異常的情況，故是次校本培訓有助

提升教師自身教學的技巧及質素，為學生提供合

適的教學和輔導，以及幫助學生把疫情的影響降

到最低。

為了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及技能，加強教師

的綜合素質以及因應社會發展，能夠對學生給予

更好的照護。日前，東南學校舉行 “認識兒童情

緒及行為” 的教師校本培訓。學校致力做好教師

的校本培訓工作，讓教師汲取不同知識、更新教

育觀念、自我增值，以助提升專業素質。

▲ 東南學校舉辦“認識兒童情緒及行為”培訓

地址：澳門大炮台斜巷3~9號新暉閣地下A
電話：(853) 2837 8734    2837 5570    
傳真：(853) 2830 5912
電郵：sengkwong.macau@gmail.com
網址：www.skbooks.com.mo

星光書店理工分店
地址：澳門新口岸高美士街理工學院明德樓地下
電話：8599 3110   8599 3111     
傳真：2870 6003
電郵：skbook3@yahoo.com.hk
網址：www.skbooks.com.mo

�推廣宣傳基本法的好教材，內容豐富翔實

�每冊定價40元，集體訂購優惠價26元

有限公司
經銷

圖書報刊   中小學教科書 

中國郵票（澳門代理）   科技產品

獎杯   獎品    禮品

（修訂本）

澳門基本法課本

歡迎訂購

查詢熱線：28 333 611
（澳門中華教育會）

諾思牙科醫療中心
劉擎雲牙科醫生
澳門水坑尾街78號中建商業大廈4樓

電話：28526897       傳真：28515847

中國文化常識普及標準
全面掌握中國的漢語語言、歷史、地理等相關知識

每冊定價60元，集體訂購優惠價48元
查詢熱線：28333611（澳門中華教育會）

大  華  行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693 號大華大廈十九樓

電話：28371515    傳真：28322566

2022 第 2期
149

2022 第 2期
148



 中 國 國 貨 公 司

購物方便‧價錢公道

	 澳門十月初五街114號
	 電話：2892 1523、2892 1532
 傳真：2892 0249

中 國 土 特 產 公 司
經營：生豬、生牛、罐頭、

雜貨、砂糖、片糖、
麥芽糖、金華火腿、
珠江橋牌醬油及米酒等。

澳門十月初五街114號
電話：2892	1616、2892	1528
傳真：2892	1551

暨  南  大  學
歡迎澳門優秀青年報考

暨南大學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教育部領導的一所具有

文、史、理、工、醫、經、管、法、教育等學科的綜合性大學，

創辦於 1906 年，1996 年成為國家重點建設“211 工程”大學。學

校貫徹“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辦學方針，以招收華僑、港澳、

台灣青年和外籍華人學生為主，兼招部分內地學生。暨南大學熱

情歡迎澳門優秀青年報考。

1. 暨南大學駐澳門聯絡處電話：2823 4925  傳真：2823 4121
2. 暨南大學招生辦電話：86-20-85220130   傳真：86-20-85221340
3. 暨南大學招生咨詢網址：http://www.jnu.edu.cn
4.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兩校聯招報名網址：http://lxlz.jnu.edu.cn

澳門花店
一人有限公司
經營一切鮮花業務

地址：雅廉訪大馬路 129 號
電話：2855 5215
      2821 5773
傳真：2855 5531

澳門教育基金會

澳門聯絡處
致意

華僑大學是一所隸屬於國務院僑辦，以面向海外、面向
港澳台為辦學宗旨的國家重點扶植的大學。創校 50 年來，
秉持“會通中外，並育德才”的校訓，積極為澳門社會培養
各類合格人才，華僑大學熱情歡迎澳門學生到華僑大學就讀。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00E 第一國際商業中心 20 樓 2001-2002 室
電話：2870 2291       傳真：2852 3624

中醫師
跌打骨傷科

龔 樹 根
特效跌打藥精
紅膽止痛油

高士德大馬路 83 號 C 龔樹根參茸行
（上午十時至一時半   下午三時至七時半）

電話：2837 7097

營地大街 64 號地下長春閣中藥房
診症時間（預約）
電話：2837 5389

大明石油有限公司

致   意

地址：澳門內港 10 號碼頭
電話：28 388 522

圖文傳真：28 335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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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靈感源自生活
出版原來如此簡單

澳
門
幣

記錄美好 分享感動 承載夢想 世世傳承

15,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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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教師畫作及攝影作品 ① 劉麗華 - 紫藤雙鳥 ② 平　和 - 金色的果子 ③ 王希桂 - 焦點 ④  鄭金鏢 - 上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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