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后再去学吉他。

到了 18：45，Kaius 在晚饭前的

半小时做功课。做完功课吃晚饭，

19：45又到游戏时间。Kaius 的父母

表示，在Kaius出生之前，家里并没

有这么多游戏，因为 kaius 很喜欢

玩游戏，所以家里准备了很多。

Kaius 的父母一致认为：功

课不应该太多，玩游戏也不光是

玩，他同时可以学到数算和数

学，也可以学习胜利和失败。

“我觉得很好，我们人生中都会

遇到挫折，我觉得 Kaius 现在不

论赢输也能好好应对，玩游戏是

有帮助。”

差不多到了晚上八点半，

Kaius 就要准备睡觉了。这就是

Kaius 一天的学习生活。让人感

叹，相对于国内的小学生，芬兰的

小学生简直太轻松了。

芬兰学校功课少、无考试。芬

兰老师甚至认为，测试和考试只

会给小朋友压力，妨碍学习。

□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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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浩的一天，是从 6 点半起床

开始。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快

速地洗漱，之后由妈妈陪同去

坐校车到学校。

在学校上完一天的课程，

16：30 放学后的行程是到补习

社做功课。完成数学功课，做英

文功课，再做中文功课。被问到

平时什么时候离开？俊浩的答

复是，19点到 20 点，有时更晚。

而被问到平时的功课是否

比今天多？俊浩的答复是，平时

有七至十多份，今天四份。

从补习社回到家中，妈妈与

他有协议，在补习社完成做功课

和温习后，他可以在家里想做什

么都可以。到家的俊浩是一天中

难得的放松时间，看电视时，妈

妈会给他端来一碗好吃的。

记录片中妈妈略有无奈和

不满地说：“他早上 7 点出门，

晚上 19 点才回到家，足足 12

个小时，太长了。功课少一点都

可以，同一条方程式做十条，其

实都一样，你一看就知道他晓

不晓得，不用重复。”

而俊浩在被问到，“如果让

你自由选择，你明天想做什么”

时，俊浩开心地说，“坐在这里，

然后打游戏”。

纪录片显示，香港学生的

PISA 成绩一向名列前茅，但代

价是功课多。

国际调查发现香港小四学

生每天做功课的时间，在全球四

十多个受访地区中排第二高。

整部纪录片不偏不倚，没有

批判，却在客观的三地对比中有

着深深的反思。作为闻名全世界

的芬兰教育，97%的学生均入读

公立学校，学校之间差异很少，没

有名校的观念，不会分精英班，也

不会排名次，没有升中压力。他们

不鼓励竞争，认为学校的责任是

帮学生发掘自己的专长和兴趣。

老师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学生

的学习充满趣味，让孩子一起参与

课题设计，想要知道他们喜欢做什

么。纪录片中的公立学校的校长也

表示，“我们的想法是，学生主导自

己的学习，我们给予支持。”

“弹性，让精力用在最需要的

学生，不对学生施加过多压力去

评估他们，重要的是去帮助他们，

找到自己的路，从事自己喜爱的

职业。我们会有小测验，但只是想

更多了解他们学习进度，而不是

为了全国的公开试。”

2000 年第一次评估国际学生

能力评估计划 PISA，芬兰打败众

多西方经济大国，名列前茅。三年

后更脱颖而出，夺取了科学、阅读

的第一。但是芬兰的教育者却不

在乎排名，他们认为，教育不是在

于 PISA 成绩，而是有没有热爱。

芬兰教育法规定，授课时数

每星期，不能超过 35 小时。对比

香港中小学生平均每周学习超过

62 小时，几乎是芬兰的一倍。

也就是说，芬兰学生素质（数

学、科学、阅读）位于全世界第一梯

队，做到这一点，他们却花费了最

少的时间，学生的幸福感更强。

纪录片中一位来芬兰当交换生

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在参观了一

家公立小学后，总结说：“香港人崇尚

越多越好，我们要小朋友学十八般武

艺，读很多很多书，背诵很多很难

的生字，因为我们觉得越多越好。

但这里的老师跟我说，数量不是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活学活用。”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芬兰和

香港小学生的区别：“你觉得他们

（香港学生）是赢在起跑线，但其

实输掉了学习兴趣。”这句带有批

判式的总结，虽然真实表露了对

香港教育疲惫状态的不满。

但另一方面，闻名于全世界

教育的芬兰，全国总人口 500 万，

只相当于是北京一个朝阳区的人

数。有限的人口基数和发达的经

济基础，当然可以允许他们的教

育发挥个人最大潜能，实现教育

的人人平等，真正做到全面提高

国民教育水平。

可是，对于人口基数大，教育

资源有限、竞争淘汰制的国家来

说，芬兰式的“快乐教育”，实现起

来很难。

就像纪录片中，面对“各自有

什么梦想？”这个问题时，三个在

不同教育体制长大的孩子各自有

不同的回答一样：

芬兰的 Kaius 说：做作家应该

蛮有趣，因为我看很多书，所以我

想写自己的书。

而香港学生俊浩说的则是：

希望升读大学。

思毅的回答是：好好读书，长

大之后才会有出息。

正如纪录片结尾所说的那

样：“现在中国用的是淘汰体系，

我的孩子不能被淘汰，如果我的

孩子不做作业，如果我的孩子不

上补习班，不做考试题，那他一定

会被淘汰。”（选自《华人周刊》）

香港、芬兰与上海学童：

05专 题2019年 3月 29日

编辑：林硕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如何才能花费最少的时间 ，让学生的幸福感最强？

这几年，世界各地的教育学者都想知道一个答案，为何芬

兰、香港及上海的学生，在国际评估能力测试中，总是遥遥领先？

纪录片《走进东西教室之上学为什么？》揭开了这一秘密。

这部由香港 now新闻台拍给香港人自己看的一部纪录片，

旨在探究芬兰、上海两地的教育经验对香港的启示。

纪录片的一开始，就分别展现了来自香港、芬兰、上海三个

地方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分别过着怎样不同的学习生活。

10 岁的上海小四学生思

毅，她的一天从吃完早餐，妈妈

送她到学校开始。

这一天的第一节课，是 8：40

的英文课。09：30是体育课。上午几

节课之后，12：30是午饭时间。午饭

过后休息一会儿，思毅又要开始上

课，这一课有三十五分钟做功课，

还要即时交给老师批改。

16：30 是思毅的放学时间，

外祖母来接她回家。思毅到家

是 16：51，第一件事便是写作

业。她今天的作业：语文复习第

三课、背三个小节、预习古诗；

数学有第四册八九页。一个小

时结束功课后，思毅顾不上休

息，又开始练钢琴。

晚上八点，下班回家的妈

妈，开始检查思毅的功课，向女

儿指出功课的不足之处。到了

晚上 21 点，思毅完成预习，准

备洗澡睡觉。

地球的另一半，11 岁的芬

兰小四学生 Kaius 的一天又是

怎样度过的呢？

早上，他和父母一起吃早

餐。他对采访者说，一年级就开

始自己上学，上学有时很开心，

有些课堂很有趣，因为学习的

方法很有趣。

到学校后，09：30 是小息时

间，即使芬兰这天气温只有零

下三度，Kaius 也可以尽情玩他

喜欢的运动。芬兰人认为，只有

足够休息，自由活动，才能好好

吸收知识。

到了 10：00 数学课，孩子

们才纷纷回到教室。课堂形式

也是相当轻松活泼，孩子四面

相对而坐，有的孩子甚至坐在

瑜伽球上上课。

11：30，午饭时间到了。和

国内学校食堂不一样的是，芬

兰小学生是自主打餐。当被问

到，“你们喜欢学校食堂的餐

吗？”孩子几乎异口同声地答

复说“喜欢”。

12：30，Kaius上芬兰文课，他要

设计一个报纸专栏。到了14：30就

放学了。回到家后的Kaius，第一时

间跟同学打游戏机，足足两个钟头,

纪录片中，有一个环节：香港

教育学院的老师把芬兰小四的数

学功课翻译成中文，然后把翻译

好的芬兰数学、英文功课，分别让

香港学生俊浩和上海学生思毅来

计时做题。

香港学生俊浩在妈妈的陪同

下，不到半小时便做完。而上海学

生思毅，英文大约 10 分钟就做

完。芬兰数学，她在做到图形题时

遇到一点困难，最后用了 23 分钟

也做完了。

之后换过来，分别让香港学

生俊浩和芬兰学生 Kaius 来做上

海的数学功课。

俊浩一开始在做上海数学功

课时做得很顺利，但越到后面越

难。做到最后，开始变得烦躁，坦

言说，“上海数学根本就未学，十

分难。”

而芬兰学生 Kaius 却要比俊

浩更抓狂，在做上海数学功课时，

Kaius 一直写写擦擦，开始变得烦

躁，不停地表示，“我完全不明

白”。最后用了 50 分钟终于做完。

之后是让芬兰学生 Kaius 和

上海学生思毅分别做香港数学和

英文功课。

Kaius 在做了一个半小时后

开始有点不耐烦，“我不明白，这

个练习很长，我要在这里写些什

么？”面对儿子的沮丧和烦躁，爸

爸也开始抓耳挠腮地烦躁不安起

来。

而回到上海，思毅做香港的

数学功课，大约 15 分钟就做好

了。她表示，香港的这份数学作

业，在这里只相当于是三年级的

题目。但相对于数学，香港英文功

课就要难得多了。思毅最后用了

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都做不完。

上海小学生的一天

香港小学生的一天

芬兰小学生的一天

互换功课

三地对比

思毅放学时间，外祖母来接她回家思毅顾不上休息，又开始练钢琴

思毅这一天的第一节课，是

8：40的英文课

9岁香港小学四年级学生俊浩

芬兰孩子甚至坐在瑜伽球上上课

芬兰学生Kaius从一年级就开始自己上学

香港小学生功课特别多

Kaius 在晚饭前的半小时做功课

回到家后的Kaius 跟同学打游戏机

Kaius 的父母与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