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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谈

近日，教

育部发布关

于《中小学教

师实施教育

惩戒规则（征

求意见稿 ）》

公开征求意

见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提

出，教育惩戒

是教师履行

教育教学职

责的必要手

段和法定职

权。

让 少 年

儿童健康茁

壮成长，需要

全社会的关

心呵护，尤其

需要教师做

他们成长道

路上的引路

人 。 但近年

来，由于程序

性规定不严

密、不规范甚

至缺失，影响

了教师正确

行使教育惩

戒权，有的教

师对学生“不

会管 、 不愿

管、不敢管”。

此次教育部

出台征求意

见稿，直面相

关问题，回应

社会关切，可

谓非常及时。

教 师 教

育学生、管理

学生，是其职

责所在。学生

良好的习惯

离不开教师

的教导，学生

良好的成长

环境更需要

教师的维护。事实证明，教师一

旦扔掉戒尺，对学生来说，弊大

于利。 因此，学生违规违纪，必

须要管；屡教不改，就得惩戒。

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的 “教育

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

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 无疑

是将教育的戒尺重新赋予老

师。

当然，有了惩戒的“尺子”，

教师可以合法合理惩戒， 但并

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体罚， 惩戒

的目的仍要服务于教学。因此，

有了“尺子”也要有“尺度”，不

能滥用。

此次征求意见稿也给出明

令禁止的诸般行为，如以击打、

刺扎等方式， 直接造成身体痛

苦的体罚行为， 如辱骂或者以

带有歧视、 侮辱的言行贬损等

侵犯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等

等。 这些禁止性行为均有着很

强的现实指向性， 每一项禁令

背后， 也都曾有过沉甸甸的教

训。将这些行为单列出来，既是

以往个别教师不当行为的警

醒， 更是为教师惩戒行为画出

了红线，标明了“尺度”。

教育的过程是教师与学

生、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说到底， 戒尺的尺度应该来自

于教师对学生的“温度”，以爱

为起点，让教师、学生和家长在

“爱”上达成共识，这把教育惩

戒的尺子将会助力孩子成长得

更好。

（来源：新华网）

机器人教育进课堂

教育机器人工程挑战、 机器人篮球

挑战、机器人超级轨迹……每周五，兴义

市湖南路小学科技室热闹非凡， 机器人

个个“身手不凡”，让人不禁称奇。 学生们

与机器人“零距离”亲密接触，打成一片。

机器人教育是指通过设计、组装、编

程、 运行机器人的过程来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近年来，机器

人教育已经成为备受关注和欢迎的创新

教育平台，并且逐渐走进学校课堂。 兴义

市向阳路小学、湖南路小学、阳光书院、

兴义五中等中小学先后建立机器人社

团、科技室 、创客教育基地，开设专门的

机器人培训教育课程。

向阳路小学机器人教育走在全市乃

至全州的前列， 该校机器人社团创建于

2013

年，六年来，辅导教师由最初几位发

展到现在的

20

余人，机器人项目也由最

初的几个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个。 向阳路

小学以教学为核心、以比赛促发展，逐渐

探索出一条适合该校实际的发展道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向阳路小学

在开展机器人教学伊始， 就设立机器人

社团，在教学中重视学生动手能力、创新

能力、合作能力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该校

近几年来开展的机器人教学项目主要包

括

FLL

机器人工程挑战、 机器人综合技

能、教育机器人工程挑战、机器人创意、

EnjoyAI

人工智能普及 、 机器人篮球挑

战、机器人超级轨迹 、虚拟魔法编程等，

通过丰富教学内容， 为学生提供探索和

创新平台。

吴德友老师是向阳路小学从事机器

人教学的骨干教师， 他告诉记者：“近年

来，学生们对机器人越来越感兴趣，参与

学习和比赛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 相信

机器人教育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会占据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为丰富中小学生学习生活， 激发孩

子们创新精神，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兴义

五中、七中、阳光书院等学校开展机器人

教学与竞赛活动， 主要以第二课堂的形

式开展， 组织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

行学习和训练。 机器人教学主要分为基

础学习、学生的选拔与训练、赛前准备与

竞赛、 反思和总结等四个阶段， 逐步推

进、有序进行。

今年

9

月， 由州科协、 州教育局主

办，兴义市科协、市教育局承办的黔西南

州首届青少年学生机器人竞赛在兴义市

体育中心圆满落幕。 此次竞赛涵盖了小

学、初中、高中

FLL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教育机器人工程

挑战赛、 机器人创意比赛、

Enjoy AI

人

工智能普及赛、机器人篮球挑战赛、机器

人超级轨迹赛七个项目。

“虽然我们今年是首次承办中小学

机器人竞赛， 但学校和学生的参赛热情

非常高。 ”负责承办的兴义市教育局青少

年活动中心主任张虎告诉记者。 据统计，

在今年的黔西南州首届青少年学生机器

人竞赛比赛中， 有来自全州近

200

支队

伍

700

余名教练员及学生参赛。 兴义市

派出由

261

名师生组成的庞大队伍参

赛，参赛的学生有来自沧江乡中心小学、

猪场坪乡中学等边远乡镇学生， 由此不

难看出， 兴义市的机器人教育已从城区

学校发展到乡镇学校。

言谈中，张虎坦言，参赛人数出乎他

和工作人员的意料，而这个“意料之外”

也事出有因。 全国中小学生机器人比赛

活动从

2004

年开始启动 ， 每年举办一

次， 但兴义市只有及少数学校配备机器

人设备，一直无法组织比赛，每年只能直

接推荐几支队伍参加省级和国家级比

赛，成绩一般。

“机器人教育是现代高科技发展和

应用在中小学教学的重要体现， 有利于

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有利于学生认

识高新技术的发展及日常生活生产中的

应用。 ”张虎介绍说，随着近几年全市中

小学校科技创新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

起，越来越多的学校重视机器人活动，采

购了机器人设备，开展机器人教育工作。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生逐渐在全国、

全省赛事中崭露头角。

2015

年，向阳路小

学代表贵州省首次参加在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青少

年机器人小学组“机器人综合技能”项目

比赛，获全国一等奖；

2016

年，向阳路小

学参加第九届“贵青杯”贵州省青少年教

育系列活动暨贵州省第四届青少年学生

机器人竞赛，参加小手拼出大世界、绿色

城市、超级轨迹、机器人足球、机器人综

合技能、

FLL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六个项目

比赛，其中

FLL

工程挑战赛、综合技能、

绿色城市、 机器人足球四个竞赛项目获

冠军；

2019

年，向阳路小学参加第五届贵

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第十九届中国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贵州赛区）选拔赛，

夺得

VEX

机器人挑战赛冠军，连续四年

代表贵州省参加全国竞赛。

机器人教学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湖南路小学朱春生老师作为该校机

器人教学的带头人， 曾担任过今年黔西

南州和铜仁市青少年学生机器人竞赛的

裁判。 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他发现，

机器人教学有着特殊的育人功能， 能提

升学生信息素养， 增进学生逻辑思维能

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综合应用能力、动手

操作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

力等方面意义重大。

“学生在机器人教学活动的整个过

程中， 需实时获取机器人的内部与外部

信息，再对信息进行加工、管理和应用，

直至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机器人教学有

效培养学生对信息的处理能力。 ”朱春生

进一步说：“机器人教学有效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对

学生开展合作、发表观点、交流思想与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有明显促进作用。 ”

朱春生还发现， 机器人教学能有效锻炼

学生的意志和毅力，让学生化竞争、逆境

为动力， 学会如何正确面对挫折和困难

并战胜它们。

在湖南路小学，记者了解到，学校将

机器人教学引入课外社团， 作为拓展培

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途径。 该校副校

长杨胜书表示， 机器人教育在培养学生

创新实践能力和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方面

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不过当前实体机器

人教学设备价格昂贵， 难以开展大班化

教学。 为此，湖南路小学与校外科普机构

合作， 校外机构可向学校租用设备和提

供技术支撑，降低教学成本，提高教学灵

活性， 创造条件让更多学生能接触到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基础知识。 ”

“刚开始，机器人对我而言还是挺陌

生的。 ” 湖南路小学六年级学生陈泰宇

说，在学校机器人教育中，老师教理论知

识，但很多细节仍需自己探究、实践，再

探究，再实践，经过多次调试找到最佳方

案。 “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磨炼人的耐性和

创造能力。 ”

该校六年级学生陈泰宇和王子木曾

参加过中国第十八届青少年机器人大赛

并获三等奖。 在比赛中，他们可能遇到电

脑开不了机、 机器人电板损坏等突发问

题，但他们沉着应对，及时完成操作，最

终荣获三等奖。 “虽然参加学校科技社团

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让我印象深刻，团

队力量是强大的， 让我更加成熟冷静处

理一些事情。 ”王子木说。

机器人活动逐渐普及

猪场坪乡中学自科技馆成立后 ，在

科技馆内创办机器人社团。 该校以弘扬

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

和方法为宗旨，以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实

践能力、创新意识与团队精神为目标，机

器人社团成为培养、 锻炼与展示学生探

索与创新能力提供重要的平台。

该校机器人社团兼职老师张洋说 ：

“学校十分重视机器人教学，投入资金用

于师资培训和购买设备， 目前开设的机

器人篮球挑战、 机器人超级轨迹项目受

到学生们极大欢迎， 从最初的几名学生

报名参加社团， 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100

多名学生参与。 学校将继续引进和开

发新项目，不断扩大机器人教学规模，让

更多学生参与进来， 在机器人学习中培

养能力，收获快乐。 ”

在离城区近

100

公里的沧江乡中心

小学，该校以青少年宫建设为依托，设立

科技室。 科技室成为孩子最爱去的地方，

每天课外活动时间， 高年级孩子都争先

恐后的走进科技室， 在里面聚精会神开

展机器人的搭建等活动。

沧江乡中心小学校长梁洲表示 ，虽

然我们学校边远， 但我们教育要与信息

时代同步，让数据多跑腿，学生少跑路，

同样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优质教育， 同时

让学生校园生活更生动。

如今， 机器人教育逐渐在兴义市各

个校园普及，受到了广大师生青睐。 但机

器人教育也面临发展不平衡以及教学教

材、师资、硬件支持等问题。

“学校从组建机器人社团至今，仅购

买器材方面已经投入

10

多万元。 ”向阳

路小学校长刘波介绍说，如今，要让机器

人教育能走得更远， 我们还要克服很多

困难，但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今年全州首届机器人竞赛在兴义

举行，希望通过竞赛，推动机器人教育在

全市中小学校的普及。 ”张虎介绍说，接

下来，将组织开展教师培训、增加硬件等

措施， 为机器人教育在兴义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让机器人教育生根开花结果。

机器人教育无疑是一种新型的教育

理念，是在传统教育模式中跳出“知识灌

输”的模式，让孩子在探索与创新中更好

地理解与掌握思维模式。 更重要的是机

器人教育具有趣味性、实践性、创新性、

前沿性、互动性等特点于一体，更好地让

学生在探求新知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

力，这将成为激发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

维、获取创新能力的巨大源泉。 通过机器

人教育， 孩子们把他们对未来的想法结

合所学知识融入到自己的机器人设计创

作之中，无形之中他们就在创造未来。

随着信息技术

教育课程与教材改

革的深入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在信

息技术中渗透机器

人学科知识与机器

人应用前景方面的

教育已势在必行。 将

来机器人可能会像

计算机、汽车一样家

家都有，变成人类离

不开的一个工具，机

器人教育也会越来

越普及。 机器人教育

可以学到比计算机

更全面的知识，除了

能够学到编程语言、

程序设计以外，同时

还能学到机电方面

的知识，所以机器人

进入中小学教育是

当今科技发展的一

个必然趋势。

近年来，兴义市

各校开展丰富多彩

的机器人教育活动，

以学参赛，让学生与

机器人 “零距离”接

触，孩子们在紧张学

习之余度过一个难

忘时光，学生们的校

园生活更生动，也推

动了兴义市中小学

信息技术交流、教育

技术革新以及教育

理念升级。

让校园生活更生动

———机器人教育走进兴义市中小学侧记

特约记者 罗 振

沧江乡中心小学学生独立完成程序编写

湖南路小学学生日常训练———机器人篮球挑战

向阳路小学学生参加第十六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向阳路小学学生日常训练———

FLL

机器人工程挑战

猪场坪乡中学学生日常训练———机器人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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