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本是件快乐的事
朱爱东

与西点格雷学校行政班子合影留念

基础教育阶段袁正好处在人
最快乐的时期院童年和青少年
期遥 这快乐袁源自于孩子对世
强烈的好奇袁 源自于学习袁源
于成长袁源自于提高遥在学习尧
长尧提高的过程中袁孩子们体
到成功的快乐袁体会到自信的
乐袁体会到自我价值实现的快
袁体会到对未来变幻的世界充
期盼的快乐浴
然而袁现实是袁每一个人都

反复地告诉我们的孩子院学习
刻苦曰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遥好一个野苦冶字了得浴似乎袁学
与痛苦是一对孪生兄弟浴
是否非苦才能为学吗钥 加拿
的教育考察给了我们许多启
浴
有幸在加拿大逗留了九天曰
察团一行马不停蹄参观了加
大八所学校袁有中小学袁有大
袁有私立学校袁有公办学校遥
这次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尧
益匪浅遥 其中袁特别引起我内
强烈震动尧促使我进一步思考的袁是加拿
的两所基础教育学校院西点格雷学校和贝
之中学袁一间私立学校袁一间是公立学校遥
客观地说袁中加两国的基础教育模式各
利弊袁双方有很强的互补性遥 中国的基础
育是真正在打 野基础冶袁 学生个个基础扎
曰 而加拿大的基础教育是真正在搞 野教
冶袁 或者说是按教育规律开展教育教学活
袁教师没有揠苗助长的思想和行为袁学生
有不得不过的野独木桥冶袁所以袁学生的创
能力普遍比较强要要要从一个人袁或一个国
的长远发展来说袁创新能力袁或许是最重
的浴
为什么两国基础教育差异这么大钥 这里
固然有历史的原因袁有文化的原因袁有世
观价值观的原因等等袁不过袁其中最根本
原因却在于院两国人均资源存在着巨大差
袁这种资源的差异性可能是导致基础教育
生实质差异的根本原因遥 至少袁是其中的
因之一遥
中国与加拿大都处在北半球袁国土面积
差上下袁资源总量也比较接近遥 加拿大纬

度偏高袁所以从资源总量上讲中国还可能占
一点点优势袁然而袁中国有十几亿人袁而加拿
大却只有几千万遥 这就好比一大锅饭袁如果
加拿大可以一人独享一锅饭的话袁 那么袁中
国就要由三四十人来竞争和分吃这锅钣浴中
国的这种巨大的生存性竞争压力袁必然要通
过各种方式尧各种途径施加在每个中国人身
上袁 并以各种表现形式表现在每个领域之
中遥 教育领域当不例外袁基础教育表现得尤
其明显遥
我们做教师的袁都知道教育规律是野静待

花开冶袁而不能操之过急遥然而袁在现实中袁逼
孩子学习尧逼孩子上各种辅导班袁逼得最紧
的袁就是父母遥恨不得早上播下种子袁晚上就
开花结果袁用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方法去要
求孩子的袁恰恰是教师遥 结果袁父母也好袁教
师也罢袁对孩子爱得越深袁孩子就伤得越重曰
对孩子期望越大袁孩子就痛得越狠遥 谁都不
希望出现教育的这种野异化冶结果袁然而袁在
中国这个人均资源超级紧张的社会大环境
中袁父母或教师袁在不能两全其美的两难选
择中袁也只好权衡利弊得失要要要为了孩子将
来能有口饭吃袁现在逼他野十年寒窗冶袁让他

吃些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遥 为了孩子一辈子
的幸福袁孩子现在伤一点袁痛一点袁苦一点袁
累一点值得浴

因此袁我的思考是袁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
是一个只争时间迟早的必然袁 但是现阶段袁却
必然无法脱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遥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然要参考外国先进经验袁
但却不能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冶遥 我们教育
者袁首先要考虑的是袁在现有的人均资源和现
有的科技水平下袁在教育改革大方向已经非常
明确的情况下袁我们的基础教育究竟怎样定位
改革的预期效果钥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究竟怎
样操作才更可行钥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现阶段
究竟可达到哪个层次和高度钥 让我们中国的
孩子快乐起来袁恐怕不只是改变一下教育理念
就可以实现的遥 如果袁深层次的资源供需矛盾
不能得到有效缓解袁那么袁几千年前的教育家
孔子提出学习要野乐之者冶的理想袁对于几千年
后我们今天的孩子来说袁 依然是个美丽的
梦要要要它就像水月镜花袁看起来很美袁说起来
容易袁听起来悦耳袁可是袁就是实现不了浴
学习袁本是件快乐的事遥 让学习回归本

质袁回归快乐浴 参观多伦多大学与贝利之中学校长 Caroline Worthy(后排右五冤合影留念

人文

加拿大温哥华西点格雷学
校渊West Point Grey Academy冤袁
开办了 15年袁已经位居温哥华
私立学校的榜首遥
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袁我们

聆听了西点格雷学校的 Deputy
Head袁Ralph Huygens先生的讲
座遥Ralph Huygens先生先大致
给我们介绍了加拿大学校的学
制袁 其中中学是从 8年级到 12
年级袁8年级和 9年级的课程差
不多袁包括必修课英语尧数学尧
科学尧社会研究尧体育尧法语袁另
外还有选修的健康和事业尧信
息研究及其他遥 10年级则多了
一门必修课是规划遥 11年级的
选修课多了科学研究袁 可在生
物尧化学尧物理尧地质中任选袁还
有语言选修袁可在法语尧西班牙
语尧国语尧日语中任选遥 到了 12
年级袁 必修课只剩下英语和体
育袁其他 6门都是选修课袁因为
申请大学主要看 12 年级的成
绩袁所以 12年级的选修课会让
学生依照自己今后大学要学的专业和兴
趣来选择袁在每年的 2尧3月间袁学校就会
给学生发出一本很厚的选修课指南袁同时
也会与每一位 11 年级的学生及家长见
面袁详细地征询他们的意见袁为 9月份 12
年级的选修课开课作准备遥
小班制的教学袁一个班最多不会超过

25个学生袁教室里课桌或摆成直线型或圆
弧形袁 低年级的教室一角还铺有地垫袁旁
边是一排书柜袁应该是给孩子们一个随意
坐下来阅读的角落吧遥对于学习能力较差
的孩子袁学校有专职的辅导老师袁给孩子
们补课袁直到他能跟上其他同学的进度为
止遥 多种多样的选修课袁即使只有一个人
选修袁老师们也会照常开课遥

加拿大京士顿贝利之中学渊Bayridge
Secondary School冤袁学校没有围墙袁走进校
园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化建设遥教室和走廊的墙上到处是学生的

赴加拿大考察袁让我对加拿大的中学教育
有了进一步了解袁开阔了眼界袁也增长了见识袁
同时也让我不自觉地对中加中学教育进行了
比较遥
加拿大中小学教育采取小班制和走课制袁

每班不超过 25人袁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室遥学制
也和中国一样是六三三制袁即小学 6年袁初中尧
高中各 3年遥
加拿大的中学有很强的自主性遥同其他西方

国家类似袁 加拿大的中学是采取学分制修课的袁
中学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袁 必修课包括英
文尧数学尧自然科学尧历史尧地理尧体育尧艺术尧家政尧
法语尧基础电脑等曰选修课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爱
好尧特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选择遥 各省尧各学
校会根据生源特点尧学校特色尧学校条件及学生
的兴趣尧爱好袁开设不同的选修课程遥

一尧课程开设方面
加拿大中学教育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袁张

扬学生的个性袁 能让学生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尧
兴趣去选择选修课程遥这项工作从 8年级就开
始了遥学生的兴趣最重要袁对学生的选修课程袁
哪怕只有一个人选修某门课程袁都要尽力满足
学生的需求遥 学生的自主性很强袁即便是必修
课袁有些也可以选择遥 学校除开设必修文化课
外袁还特别重视对学生生活技能尧生活习惯的
培养袁 注重把现在的课程学习与个人的兴趣尧
爱好以及将来就业尧生活等联系起来遥 每所学
校会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尧实际情况开设较多的
实用的选修课遥

二尧个别教育方面
因为实行小班制袁老师加强了对每个学生

的关注袁很多教育措施得以充分实现遥 如西点

格雷学校对不能很好跟上教学计划的学生袁老
师会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其补课袁成效显著遥 全
校近千余名中小学生袁没有一个掉队遥 每年春
假前袁学生会选定下学期的课程遥10年级时袁学
生还有一门必修课要要要规划课袁 就是评估尧指
导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袁开始引导学生思
考未来事业的方向遥 11年级时袁还会逐一约见
家长面谈商议袁根据学生的专业兴趣袁共同确
定 12年级的选修课程袁而 12年级的课程主要
是为升入大学继续学习做准备的袁中学尧大学
有机衔接袁让学生在中学时期就对大学学习有
了心理准备袁为将来在大学的深造奠定一个良
好的基础遥

三尧兴趣活动方面
也许少了一些升学的压力袁加拿大的中小

学学生很多时间都放在兴趣活动上袁文化课之

外的活动也特别多遥 一般下课比较早袁每天下
午 3院30放学遥放学后袁各种兴趣社团都会开展
活动袁尤其是体育尧艺术活动更多袁篮球尧美式
橄榄球尧乒乓球尧话剧尧器乐训练尧演讲等活动
频繁袁因为学生是自愿加入袁所以也参加活动
都非常认真遥

四尧教师培训方面
加拿大在教师培训方面也是抓得比较紧袁

每学年各省各级教师需参加 4要6天的集中学
习袁主要形式是听讲座尧交流袁聘请一些有经验
的教师担当讲师遥 此外袁片区也有一些教研活
动遥 学校在这方面也是安排专门的校验时间袁
每两天会安排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袁供相同学
科的教师之间交流和研讨袁通常会在午饭后进
行遥

办学有很强的自主性
方久平

参观西点格雷学校校园

此次考察袁我对加拿大的基础教育有
了一定的了解袁感受到了人文化的加拿大
基础教育的魅力遥

一尧培养目标的人文性
加拿大中小学尊重学生个性袁 关注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能力的培养遥注重培
养学生对世界的好奇和对知识探索的兴
趣和热情袁养成学生思考的习惯袁并通过
不断的熏陶尧培养尧锻炼和积累袁逐步形成
学生认知的主动性遥

基础教育阶段重在培养学生的独立
性与主动性遥 West Point Grey Academy的
培养目标是院让每个孩子在专门设计的社
会化的班集体中去满足他们的学习尧运
动尧艺术和社区服务的需求遥 学年目标是
让孩子接受各种观念的熏陶袁面临各种技
能发展袁激发他们的求知热情和激情并开
阔和加深他们对周边世界的理解曰孩子们
在课堂中养成的习惯和学习技能必将发
展为他们今后生活的习惯和技能遥

二尧课程设置的实用性
加拿大没有设立国家课程, 但每省都

2011年 10月 21日要28日袁 我们对加
大西点格雷学校尧贝利之中学以及哥伦比
尧多伦多等七所大学进行了考察袁收获颇
遥基本清楚了加拿大高中教育的情况和大
录取新生的条件及基本做法遥

一尧有关大学录取
1.升学指导很重要遥
2.推荐材料很重要遥 要全面介绍学生情

袁必须是具体描述袁不能空洞无物遥看重学
个人特长袁要单独做材料遥

3.SAT 考试成绩要有袁 但不一定要高
遥

4.录取时主要看综合情况袁包括 SAT成
尧领袖才能渊相当于组织能力要要要我做的
国化的转换冤尧参加社会活动渊做义工冤情
尧特长渊体育尧艺术噎冤等袁还有提交的论文
量很重要遥负责招生的人的主观判断因素
是很大的袁主要看是否符合他们大学的培
目标遥最后是全体招办的负责人投票决定
否录取遥

5. 对招生的公正性袁加拿大公民也有质
疑袁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这样做遥

二尧有关教育教学管理
1.课程管理院初中是固定课程袁学生没有

选择余地遥 高中有固定课程渊数学尧英语冤也
有选择课程袁余地很大遥实行学分管理袁达到
规定学分即可毕业遥

2.教师管理院新教师每年 2次评估袁主要
评估学术能力尧亲和力尧体育指导能力遥其他
教师每年评估 1次袁主要是教学副校长或学
科部主任渊相当于我们的教研组长冤面谈遥教
AP课程的老师主要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估的
依据遥

学生对老师的评估不采用填写评估表
的形式袁而是用直接询问的方式袁主要是为
不给学生误导遥询问的内容也是了解学生学
习上有什么问题袁然后分析原因尧采取对策遥
在分析原因的时候袁了解是否是教师教学上
的原因遥 还要跟踪学生能否顺利升级袁升到
了什么样的大学袁在大学学得好不好遥 跟毕

业生保持良好的互动袁每年发一
封信征求意见渊也可利用网络联
系冤袁 对学校教学上提出意见建
议遥 多角度了解教师的教学情
况遥

对有问题的老师会写信告
诉他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渊1要2
个月冤改进袁若不能改进则会解
雇遥
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袁要跟

上时代潮流遥每周有一节课时间
教师间开展交流研讨遥还要求每
个教师会教 2门课袁每个教师都
要会教一门体育渊做教练冤遥

3. 学生管理
住宿学生每天晚上有夜自

修渊7:00要9:30冤袁学生必须到规
定的地方学习遥通常学生如果学
习有困难袁也必须参加夜自修学
习遥 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袁老师
有义务给予帮助袁具体由学校排
定遥

要求学生的考试平均成绩
为 75分遥 如果学生考试成绩低

于 75分袁会分析原因袁采取对策帮助遥
大型考试一年只有 2次袁即每个学期结

束的时候曰但是测验尧评估尧单元考等每周都
有袁每个月都给家长发一份成绩报告单遥
不单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评估学生浴 这

与大学招生要求一致遥
学生在上课期间不能使用手机尧MP3

等袁一经发现第一次警告袁第二次收缴袁并通
知家长领取遥

加拿大教育袁以学生发展为本袁真正关
心每一个学生袁让每一个学生得到最好的发
展遥 追求的不是要把最优秀的学生招进来袁
而是培养出去的学生是最优秀的浴

政府每年将国民收入的 1/7 用于投资
教育袁学校各种设施一应俱全袁真正实现小
班化教学袁个别化辅导遥由于学生数少袁真正
能关心到每一个学生袁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遥
这与我们国内追求大规模办学形成了强烈
的反差浴

富有特色的教育教学管理
杨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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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教育考察有感
Study Notes from the Canadian Education Observation

2011年 10月 20日袁由中山市华侨中学部
分行政和骨干教师组成的中山市华侨中学教
育考察团一行 15人袁在全国政协委员尧香港中
华总商会会长尧中山市华侨中学校董会董事长
蔡冠深博士和校长林加良的带领下袁飞赴加拿
大进行为期 9天的教育考察遥

21日中午袁 教育考察团首先来到加拿大
西点格雷学校渊West Point Grey Academy冤遥 该
校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民办学校袁由我校
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先生与当地热心教育名
流一起于 1996年合作创建的遥 学校考试成绩
在加拿大英属哥仑比亚省名列前茅袁学校模拟
联合国社团和演讲辩论队在国际比赛中屡获
殊荣遥

在校长 Clive Austin先生致欢迎辞之后袁
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发表讲话遥他对西点格雷
学校的快速发展表示满意袁对中加两校优势互
补尧联手合作充满期待遥

林加良校长对加拿大西点格雷学校的热
情接待表示感谢遥 他说袁西点格雷学校建校时
间虽然只有短短的 15年袁 但现在已经跻身温
哥华地区顶尖学校行列袁软件尧硬件水平均达
世界一流袁 其成功的办学经验非常值得借鉴遥
林校长还邀请西点格雷学校师生到我校参观
考察袁进一步加强两校的交流和沟通袁拓展双
方合作的空间遥

接着袁考察团成员分两组深入课堂袁分别
听取了 叶学生课程的选择曳尧叶领导力和学生生

活曳专题讲座袁并进行现场交流和研讨遥双方就
办学理念尧学习辅导尧课堂教学尧课后活动袁以
及两校今后合作方式尧师生交流渠道等广泛地
交换了意见遥
考察团一行还参观了校园遥西点格雷学校

一流的教学设备尧优美的教育环境和浓厚的文
化氛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遥
随后几天袁考察团参观了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渊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冤尧麦吉尔大
学渊McGill University冤尧蒙特利尔大学渊Univer鄄
sity of Montreal冤尧皇家军事学院渊Royal Military
College of Canada冤尧 皇后大学 渊Queen's Uni鄄
versity冤尧 贝利之中学 渊Bayridge Secondary
School冤尧多伦多大学渊University of Toronto冤等

学校遥
本次考察活动袁得到了中山市华侨中学蔡

冠深对外交流基金的全力支持遥蔡冠深对外交
流基金旨在拓宽学校对外交流渠道袁积极引进
国际知名学校优质教育资源袁使学校办学走向
国际化尧现代化尧多样化遥 该基金自 2008年 3
月成立至今袁 已先后组织了多批次教师到日
本尧新加坡尧加拿大等国家考察学习遥
另外袁考察团一行在考察期间受到我校校

董会常务副董事长苏继滔和副董事长蔡冠钦尧
刘锐谦的热情款待遥

前 言

中山市华侨中学校董会董事长蔡冠深渊中冤尧校长林加良渊右冤向西点格雷学校赠送纪念品

像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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