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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丹
PPT 进入课堂，不

仅是教学的需要，更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虽然我们难以割舍记忆

中老师板书里的温暖，

却必定无法阻止多媒

体课件对传统教学格

局的改变，更不可能让

现代课堂成为信息技

术的孤岛。“黑板”变

了，不是哪个人或哪个

群体决定的，这是基

于传统教学模式弊端

的改革诉求，来自于现

代技术变革的刺激，也

是新时期教育教学装备

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然，任何新事

物都难免缺陷、伴随

争议，PPT教学可以显

现传统课堂无法实现的

“真实化”情境和体验，

增加教学过程的交互

性，同时又存在师生浮

于流程、过分依赖以

及束缚学生思维的弊

端。然而，这些其实

都是 PPT使用的适度

性问题，我们不能因为

使用方法不得当就否

认 PPT 的适用性。不

管是在哪个年级，不管

是禁用还是限用，这

种单凭主观意愿阻断

PPT教学的做法，都是

不合时宜的。

就我们目前生活的

环境来说，电子产品几

乎是无处不在的，显

然不可能单靠排除 PPT

来保护学生的视力。实

际上，对于孩子们的用

眼健康来说，最好的

保护不是隔绝一切潜

在的风险，而是引导他

们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

和保护意识。对于一二

年级的孩子来说，尽

可能的让他们在课堂上

通过互联网看到课堂

外丰富多彩的世界、展

现立体形象的知识地

图，跟保护孩子的视力

一样重要，同样具有不

可替代的意义。真正

导致视力受损的，不

是 PPT，而是 PPT 的

过度使用。与其矫枉

过正直接叫停 PPT，不

如针对各学段、各年

级做出PPT应用程度的

精细化标准，让孩子

们的眼睛得以劳逸结

合，并逐渐生成良好的

学习和用眼习惯。

我们现在的确存

在课堂被技术左右、

内容被形式掩盖、教

师被课件取代的误区，

但我们不能就此把人

的 错归结到 PPT上。

作为一个中性的科技

手段，PPT作为一种工

具本无所谓好坏，问

题归根到底在于使用

者有没有用好。我们

的真正问题在于现行

的教学评价机制、教

师的教学方法和目的

偏离了以学生为主体的

基本原则，忽略了学生

这一教学过程中最本

质的问题，才导致了技

术的过度使用。因此，

我们光靠排斥 PPT，而

不从管理和教学的主

观能动性进行调整，

也难以回归我们怀念

的本真课堂。

教学手段，从来都

是为教学内容服务的，

教学工具的效果和性

质是由教师的使用观

念和把握程度决定的。

因此，我们最重要的不

是筛选工具而是加强内

功，教师尊重学科规律，

提升学科素养，内外

兼修，才不会被技术

左右，教学手段的使

用才会游刃有余。

丹凤眼看世界>>

当今，大多数学校都在提倡使用媒体技术进
入课堂，在北京，却有这样一所学校有这样一
个略显“奇葩”的规定 ：“一二年级禁用 PPT，
其他年级限时使用 PPT。”这所学校就是北京教
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当时，郝玉伟校长
主要是围绕学校三元全息课程向大家解释：重
视学生的身体健康，保护学生视力，是学校“个
人与健康”领域的育人目标。其实，中小学使
用多媒体手段已是普遍现象。但从北京教育学
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的反馈来看，“限 PPT 令”
确实效果显著，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应该抵制这
个多媒体技术浪潮，回归传统的教学了呢？

PPT 教学：不能用还是不会用？

成人幼儿园 , 大人真能像孩童一样玩耍解压？
“我叫龙龙，今年3 岁。”“我叫

小奇，今年两岁半……”4月16日

下午，在成都一所幼儿学堂里，11

名“小朋友”围坐在小桌前，相互

介绍自己。这里是成都一家成人幼

儿园。在这所幼儿园里，这些二三

十岁的“宝宝”们不仅可以画蜡笔

画、捏橡皮泥，还可以玩老鹰捉小

鸡、挖地种菜，像孩子一样尽情玩

耍。据这所成人幼儿园的创始人孙

嘉隆介绍，幼儿园成立一个多月来，

已有近 300 名学员加入体验。

4月16日星期天，成都一所家

庭式幼儿园格外热闹。围坐在一起

的，不是四五岁的小朋友，而是 11

名二三十岁的成年人。他们的体型，

与小桌子小板凳比起来，显得有点

滑稽。

“小朋友们，开始上课啦！”幼

儿园叶老师一招呼，大家立即挺直

身板，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认真

地望着老师。老师让大家闭着眼睛，

慢慢舒展身体，静静地聆听故事。

故事讲完，叶老师向大家分发了纸

笔，布置了一项任务：用彩色蜡块

在白纸上作画。

随即，大家埋着头，手握蜡块，

在白纸上自由创作。二十分钟到了，

大家创作完成。大家拿起自己的画，

相顾大笑。

成人幼儿园园长杨娟表示，创

办“成人幼儿园”的初衷，就是希

望给身负重担的成年人提供一种

减压方式，像孩童一样去玩耍。杨

娟说，让成人像小孩一样去玩耍

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当外在行为

发生了变化，心里的压力也就变小

了。记者了解到，目前这家成人幼

儿园没有在相关部门注册登记相

关资质。

上幼儿园真的能让成年人减压

吗？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所专家康

林表示，参与群体活动，可以暂时

凤眼时评>>

上“成人幼儿园”更像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
文 / 苑广阔
毫不客气地说，看着这些二三十

岁的成年人围坐在给孩子们坐的桌子

上，然后宣称自己只有两岁半、三岁，

真的给人一种“扮嫩”“矫情”的感

觉，毕竟我们常说什么年龄就该干什

么事儿，以二三十岁的年龄去干二三

岁孩子做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让人

觉得不自然。而这些成年人之所以要

进入“成人幼儿园”扮嫩，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减压。

现代人的工作、生活压力大，这

是客观事实，积极寻求正确的减压方

式和途径，也没有什么问题，但一定

要通过上所谓的“成人幼儿园”吗？

这种减压方式效果真的好吗？这恐

怕都得打上一个问号。成都出现的

这家“成人幼儿园”有个现象值得我

们关注，那就是参与体验的成年人，

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那么

问题来了，二三十岁，一般来说不是

刚参加工作，就是刚刚成家，按照

常理来说，还不是生存压力最大的

时候，而那些“上有老下有小”、四十

岁左右的中年人，才是社会压力最大

的群体，那为什么他们没上“成人幼

儿园”减压呢？

在我看来，其一，年轻人更愿

意尝试新鲜事物，所以他们去上“成

人幼儿园”，减压只是一个方面，更

多的则是为了尝试、出于好奇。其二，

比他们压力更大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没去上“成人幼儿园”，并不是因为

他们压力不大，而是他们学会了适应

压力，适应这个社会。

按照“成人幼儿园”创始人的说

法，让成人像小孩一样去玩耍是一

种最好的减压方式，当外在行为发生

了变化，心里的压力也就变小了。问

题是，在一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下，成年人不可能和孩子一样去玩

耍，否则会被周围的人当成“精神不

正常”。而这些成年人之所以进入“成

人幼儿园”之后就表现得像孩子一

样，那是因为他们进入了一个相对封

闭的空间，同时大家表现得也都一

样，那么出了这个空间，回归到社会

主流人群当中去之后呢？他们还能如

此表现吗？那么所谓减压的作用，自

然也就难以为继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成人幼儿园”

更像是一种“心理托儿所”，是那些

无法适应现实压力的人对现实的一

种逃避。正如心理学专家所说，参

与群体活动，可以暂时缓解压力，但

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建立良好的社

会人际关系，进行自我调节，对减压

来说更重要。换句话说，我们的压

力来自于现实，也只能在现实中去解

决，而不是暂时性地躲到“成人幼儿

园”里，如果你不能学会与现实相处，

那么出了这个幼儿园，它所有的压力

仍旧存在。

缓解压力，但建立一个长效机制，

良好地经营亲密关系，进行自我调

节，对减压来说更重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

表示，成人幼儿园作为新兴事物，

需要在相关制度、监管上进行完善。

初衷 重回童年 缓解压力
成人幼儿园是怎样出现的呢？

创始人孙嘉隆回忆，灵感源于今

年一次讲座，当时讲座中提到许

多成年人在公共场合放不开，明

明会唱歌跳舞，但碍于唱不好跳

不好就不去做。孙嘉隆认为，成

年人是目前社会中压力最大的一

群人，经过岁月的洗礼，学会了伪

装，有了包袱，心灵变得愈加沉重，

做任何事情都会再三考虑。再回

想童年时期，天真无邪，不需要

伪装！就这样，成人幼儿园的构

想出来了。

一开始，成人幼儿园是在社

群中的线上项目，令孙嘉隆意外

的是，这个项目很快吸引众多网

友参与。于是，他和伙伴们开始

探索，将成人幼儿园做到线下，

找到一个家庭式幼儿园进行合作，

分别进行室内课程和室外拓展活

动，效果不错。

孙嘉隆说，“成人幼儿园”在

英美已成功运行多年，帮助压力巨

大的成年人缓解身心压力。今年 2

月，孙嘉隆将成人幼儿园首次引入

成都，参与人群有律师、医生、老

师、创业者、白领等。

体验 学员称得到放松 长期
效果待评估

在体验课上，有几张老面孔，

其中一位叫曾钒。30 多岁的他是一

大型企业的运营负责人，这是他第

三次参加成人幼儿园的体验活动。

今年 3月，在项目运营过程中遇到

困难，曾钒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

有解决。他压力巨大，满脸长痘，

接连五六天失眠，无法入睡。无意

中，他得知了成人幼儿园的体验活

动，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加了活动。

他说，在集体活动中，他不再去思

考工作，放空自己，与伙伴们一起

捉迷藏，一起画画，回到童年时的

状态，这次活动让他感到了身心的

放松。不过。由于前期开展的几次

课程活动都是体验式的，很多成员

仅参加过一次，是否真能达到缓解

压力的效果，还有待长期开展之后

进行评估。

（据 4 月 19 日《成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