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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谈育儿

孩子上课不爱举手发言咋办？
德国老师出妙招
文 / 丁恩丽

孩子上课不爱举手发言恐怕是很多家长遭遇过的烦恼问
题，有的家长或许认为没那么重要，只要孩子考试成绩好
就行。不过，你恐怕不知道，在德国，孩子爱不爱举手发
言还是一项升学指标呢？
那么，为什么德国那么重视孩子课堂举手的表现？德国
教育在学生综合能力培养方面是如何做的呢？德国华裔作
家丁恩丽女士对此专门介绍了德国教育的相关做法，对家
长们或许有一定的启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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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章清清 视频：周纯梓
“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过年咯”！我
们凤网辣妈联萌公众号的小粉丝们也来给大家
拜年了。可别小瞧这群娃们，没想到简简单单的
拜年，也被他们折腾出了各种“路数”。跳舞拜
年、弹吉他拜年、数来宝拜年……真是花样百出，
扫一扫二维码欣赏萌娃的祝福视频哦！

萌娃拜年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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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恩丽， 南京人。1997 年定居德国，德国华
商报专栏作家。德国教育专题文章被新浪积极推
荐，国内教育杂志约稿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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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现在在德国的《实验
样成绩的好孩子去实验中学读书，
听到这话，老师像触电一样，
中学》 上 六年 级， 哎！才
你们不觉得可惜吗”？
抬起双手说 ：
“我们可不这样做！”
六年级怎么就是中学了呢？呵！德
索菲的父母回答说 ：
“可惜嘛
老师随后向我们解释说，举手
国的教育体系是小学四年制，五年
肯定是有一些的，可是，我们德国
发言本身就是一个自愿的行为，如
级就开始算是中学了。
的教育体制中对积极参与课堂发言
果，孩子还没有准备，还不愿意的
德国的中学 种类分三类：第
有这个要求，即便是我们让索菲去
情况下，强迫他发言，孩子们会在
一类：文理中学，从字面上一看就
重点中学，也会是因为不积极参与
上课的时候思想紧张，怕被老师
知道是为了将来上大学的中学。第
课堂举手发言的问题，而被淘汰”
。 抽到发言，这样的话，孩子们上课
二类：实验中学，这类中学在 10
由此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说， 的时候，因为思想紧张而不能专心
年级毕业 后，就去职 业学校读专
德国在成绩单上的成绩是老师给的
的学习，那么，这样的强迫发言是
科，最后的第三类：普通中学，普
成绩，而不是考试的成绩。
得不偿失的。每 个孩子的发展是
通中学的学生毕业后，就只能是做
有一个过程的，让孩子们自然的发
粗重活儿的工人了。
也就是这么巧，在真儿四
展到这个阶段。我倒是有一 个小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托尼
年 级 的 第 一 次 家长会上， 提 示窍门，让孩子们每天用一张
以前在小学四年级时的试卷，托
老师也提到了真儿课堂上举手发
小纸条记录自己的举手次数，举
尼的卷面成 绩 都 在 1、2 分之 间。 言少的问题，并且也说，考试成绩
手一次画一道杠，成功得到发言
德国的分数制是六分制，一分是
只占总成绩的一半，另一半就是课
画一个星。试试看，这个方法很有
最高最好，六分是最差最低，按照
堂积极参与举手发言的成绩。
效的。
这个卷面成绩，托尼应该去文理中
这下我们可感到束手无策了，
学（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重点中学）， 这学习成绩我们可以在家监督指
按照老师的方法，我让真
他怎么会去了实验中学了呢？于是， 导。可是，这个课堂举手发言，我
儿在学校里这样做，等她
我问托尼的母亲 ：
“他的成绩这么
们可是山高皇帝远，管不着呢！
回来再问她。她说 ：
“哦！这样做太
好，为什么不去文理中学”？
在中国吧，成绩单上的成绩就
烦人，分散学习的集中力！整天想
托尼的母亲莞尔一笑的说：
“卷
是考试的卷面的成绩，不管你平时
的都是记录举手画杠杠！不好！”
面成绩是 1、2 分，可是成绩单上
怎么样，考试成绩好就是硬道理，
我要想也是呀！不行，要想个
的成绩却是 3、4 分。
”
到了这里就不灵光了，卷面成绩只
其他简单的方法！
“哦”！我很吃惊，于是就问：
“怎
占总成绩的一半。
于是，我决定不让孩子再画杠
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托尼的母
虽说在德国不象中国那样过
杠了，而是，每天在上学前，首先
亲耸耸肩，撇撇嘴说 ：
“老师说托
分追求成绩，可是，一定的成绩标
祝愿孩子们在学校玩的愉快，然
尼上课没有举手发言，这个举手发
准，还是需要的，特别是小学四
后，提醒孩子不要忘了举手发言。
言在德国的教育体制中，占有很重
年级成绩单上的成绩，往往能决
回来后，问她们在学校玩的
要的一部分。因为，托尼没有举手
定孩子们终身。所以说 ：在德国有
愉快吗？孩子回答 ：
“愉快极了！”
发言，所以，没有得到好成绩，也 “孩子 10 岁定终身”的说法。
再问：”举手发言了吗？”
就只能去实验中学了！”
老师说，真儿的成绩不错，是
她回答 ：
“举手发言了！”
我女儿真儿同班同学的姐姐
在可争取的范围之内，如果她能多
我又问：
“成功了吗？”孩子说：
索菲，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小姑娘， 举手发言的话，那么，她的成绩就 “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
她会弹钢琴，也会跳舞，就是不
上一个台阶了，既然如此，那我们
我说 ：
“不成功没有关系，重
爱多说话，考试成绩也在 1、2、3
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
要的是你们举手了，老师看到了，
分之间。
如果按这个卷面成绩的话，
我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
再说了也不可能每次举手都成功，
还有其他举手的孩子们呢！”
索菲还是可以去重点中学的，可是， 不能做什么，可是，老师倒是有可
又是因为上课没有举手发言，老师
为的呀。于是，我非常小心的问老
现在，我每天都坚持这样做。
给分只给了 3、4 分， 所以， 索菲
师：
“我不知道在德国可不可以这
反而是真儿说 ：
“我知道了，我们
也去了实验中学。
样，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老师也
不会忘记了！我们现在感到举手发
我问索菲的父母 ：
“像索菲这
可以点名让孩子来锻炼发言的”。
言 machtSpa!”（德语：非常愉快）

@ 今日女报 @ 湘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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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
我来给大家数来
宝 啦，
“祝大家
一 帆 风 顺、 二 龙
腾 飞、 三 羊 开 泰
……”

刘子莹
6岁
“ 祝 大家猪年吉
祥，
‘猪’圆玉润、
‘猪’光宝气、
‘猪’
事顺利！”

梁靓颖
11 岁
“ 我给 大 家 跳
支舞拜年了，祝大
家猪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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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我 们自己
笑口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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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施然
3岁
“ 我 弹首曲子
给大家拜年啦，祝
大家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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