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几年，伴随着国学大众化、娱乐化，

各种各样的鼓吹“国学” 的声音甚嚣尘上，

“网评十大国学大师”、“国学辣妹”也纷纷粉

墨登场，于是，冠以国学名号的《弟子规》、

《三字经》等借尸还魂，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中

小学生的案头。

且不说《弟子规》、《三字经》等封建时代

最粗浅的启蒙读物根本就代表不了国学，假

使把这等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也称作国学，那

是对国学的蔑视和侮辱， 堂堂的国学哪能如

此浅薄！光就其宣扬的核心思想而言，不外乎

“尊君亲亲”等悖逆人性的封建观念，和现代

民主思想背道而驰。让中小学生读背什么“人

之初，性本善”、“亲有疾药先尝”、“光于前，裕

于后”，不是在摧残和毒害青少年的心灵么？

或许有人以为我是危言耸听。 诚然，对

任何学问， 多一点了解认识， 有益无害，然

而，时下对《三字经》、《弟子规》，有人则是把

它们视为“心灵鸡汤”，可以滋补灵魂，矫正

时偏， 因此而把它们高高地供在了神龛上，

顶礼膜拜，非但读而已矣，还要背诵，要践

行，不去指导青少年如何读它、鉴别它。这样

的“读背”，和灌输心灵毒药无异。

即以国学的核心———儒家学说而言，不

可否认，它对塑造民族精神和品格所作出的

巨大贡献，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

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 特别是“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

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

的传统美德，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

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然而它毕竟

是以巩固不合理的封建等级观念为其基本

属性的，所以我们只能扬弃。

国学该不该读，这当然不是问题，其中

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 无疑必须汲取、发

扬、光大。 但是，错把封建时代的启蒙读物

当做国学，不加选择地摊到青少年的案头，

强迫青少年读背， 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入悖

谬一途。

把封建启蒙读物当国学的悖谬

□ 解玺璋

国民阅读是近年来叫得很响的一个口

号。 前几天参加一个活动，与会者有几位从

事国民阅读推广， 他们在一些社区开展工

作，组织社区居民参加各种读书活动，可惜

成效甚微， 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

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阅

读习惯的薄弱和缺乏。

我们常说，习惯要从小培养，阅读习惯

当然也不例外。 从小培养起阅读的习惯，培

养对书籍的感情， 长大以后才能有自觉、自

主的读书生活，才能把阅读作为个人生活的

一部分。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不为未来的国

民阅读表示担忧。 很显然，我们未来的国民

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几乎无暇顾及阅读习

惯的培养，更难养成对书籍的感情。 犹有甚

者，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学龄前儿童

也被纳入了应试教育的系统，一两岁、三四

岁就为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的考试奔忙，趣

味和习惯的养成几乎无从下手，这是最令人

伤心的。

上学后，语文课应该是和阅读最有关系

的，但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语文课不仅

没有承担起应有的作用，反而极大地伤害了

学生对书籍和阅读的感情。 历史、政治等课

程都有可能培养学生对书籍和阅读的兴趣，

但很少有人这么做，死记硬背、条块分割败

坏了大家的胃口。 现在，很多学生对书籍和

阅读不亲，应试教育是难辞其咎的；而社会

上所流行的阅读轻松化、浅薄化、娱乐化，某

种程度上就是枯燥乏味的应试教育的一种

补充，或者说，是学生们对应试教育的一种

反抗。

为了国民的未来，我们不仅要呼吁给学

生减负， 更要呼吁目前考试制度的改革，给

学生更多的时间和自由，让他们有可能主动

地亲近书籍，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就人生的

实际意义而言，这也许比高考考了高分还重

要。

阅读习惯比高分重要

□ 张楠之

新学期开学， 武汉黄陂前川六小四

（1）班 63 名学生中就诞生了 32 个“小头

头”。

据说如今的 70 后、80 后们， 同学聚

会时谈得最多的就是各自的官职大小，

那些没有在官场或职场谋个一官半职的

人，往往在这种场合如坐针毡，很多人为

了避免尴尬，不得不以各种理由搪塞，拒

绝参加此类聚会。

“头衔通胀”早就成为一种让人头疼

的社会现象，即使是个普通业务员，往往

也挂个“业务经理”的头衔，让人莫辨真

假。 现在的小学生，按照通常情况推算，

其父母多数正好是 70 后，也有少数是 80

后。 因此，一个由 63 名学生组成的班级

里出现 32 个班干部，与“头衔通胀”的情

形很类似，并不是一件难理解的事。

校园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

源，校园外的事物、观念都不可能不通过

各种途径影响到孩子们。 父母们的价值

观，父母们平时关注的热点，在孩子们的

校园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映射。只是，这

种映射对孩子们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则见仁见智了。

支持的老师和家长们认为， 孩子们

通过这种形式， 可以增强自信心，“提高

综合能力和素养”，但如果说在班里当个

一官半职的就可以“提高综合能力”的

话，那所有的学生都当上班干部，岂不是

大家的“综合能力”都能得到提高？ 这样

还可以避免没官当的孩子因感到不公平

而产生心理问题，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呢？ 可是，如果所有的孩子都当班干部，

那与都不是班干部，有什么区别呢？

说到底， 这不过是家长们的虚荣心

和“官本位” 思想在孩子身上的投射而

已。 去除这些强加在孩子们身上的因素

之后，才会发现，其实，所谓的“综合能

力”，与当不当官并无必然的联系。所以，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当不当班干部，而

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提高孩子们的“综

合能力”。在“官本位”思想仍然存在较为

广泛的影响， 特别是很多家长对官职赋

予了较强的功利主义色彩的现实下，过

分地强调当班干部对“提高综合能力”的

作用，其消极作用要大于积极作用。

一些教师对这种方式大加赞赏，使

得“综合能力”总是脱离不了“官本位”的

窠臼， 既说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存

在偏差，也反映了教育方式的贫乏。

这也给学校和家长敲响了警钟，孩

子犹如一张白纸，未来有无数种可能，千

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偏好，而把孩子

们引导到当官一途上来。“万般皆下品，

唯有当官高”的社会，是不正常的。

□ 金阳

让人震撼的故事

去杭州培训两天，听到的一个故事让我

震撼。

那是中央党校的秦刚教授在解释“以人

为本”这个概念时候衍发的，他说今年最令他

感动的“以人为本”的故事发生在一所大学。

如今大学生中好多人都是出自于贫困

家庭，为了让这些人能圆大学梦，国家有助

学贷款等优惠政策，还有特困学生困难补助

金等。 这本都是好事，只是申请的过程太过

于烦琐：要填表、要评比……对学生的家境

困难程度要进行评比，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一

件光荣的事，尤其是对有着强烈自尊心的特

困生是一个折磨甚至是一个打击。 因为在这

过程中，他必须要一次次地承受一个名字带

来的压力：特困生。 甚至他们会想到，这是在

乞求别人的施舍。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些学生放弃

了申请补助。

而这所学校采取的方式绝对人性化。 现

在大学里学生就餐都实行了打卡消费，学校

就在刷卡这环节设置了一个软件，当一个学

生在食堂里就餐消费 60 次以上而总金额不

超过 150 元时，软件就自动提示校方，然后

校方就悄悄地在这个学生的卡上打进 150

元……

秦教授的课本来秩序就很好，几乎没什

么嘈杂的声音。 可是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

会场里空气似乎都凝滞了，连偶尔的咳嗽声

都消失，瞬间出现静默……

我本在记笔记， 这时候我悄悄搁下笔，

眼角渐渐模糊。

本来以为这世间让我感动的人和事已

经不多。 见过了做作和虚伪，我现在看人和

事逐渐习惯于用反面思索。

这也不能怪我，现在这个社会有些东西

越来越丰富，而有些东西越来越缺失，越来

越淡薄。 我们最该重视的、也是最容易忽视

的一个字严重缺失，那就是“人”，好多事情

已经不从“人”这个根本层面考虑,不设身处

地从他人角度出发，不为他人着想。

因为缺失了，所以要弥补，要挽救，所以

提出“以人为本”。

可这个词提出有好几年了，一般一些地

方也就说在嘴上，画在纸上，挂在墙上，掉在

地上，根本没落实在行动上。

幸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还有

些感人的故事存在，点点萤光，感召些须人

等，一如我听到的这个故事。

班干部泛滥

是现实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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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世

说新语 ，今

有 师 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 谢浮名

◎争鸣

日前， 网友看到儿子的小学试卷

后对老师判错的很多题表示强烈不

解， 并且一怒之下上网发帖质问：为

什么小学语文会有那么的“标准”，就

连题目要求“写你最喜欢的一句话”

都是固定答案。

曾经有一道考题， 题目是“雪融

化了之后是什么？ ”，一个孩子答“春

天”，结果被老师判定错，因为标准答

案是“水”。 这样的“标准答案”确实让

人扼腕叹息， 多么漂亮的一个答案，

却被判错，“标准答案”摧毁了创新能

力，由此可见一斑。

“标准答案”扼杀创新。 因为所有

的“标准答案”，都是建立在已知的确

定的事实之上， 都是过去的事情，而

不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标准答案”

的背后， 是考生的命运， 是命题者的

权威， 人人不得不向所有貌似客观公

允的“标准答案”低头。 这个被“标准

答案”统治的世界，是一个已知的、在

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

界， 一个远离了创造和创造精神的世

界。

我们不需要一个有“标准答案”

的教育制度。 美国教育的主旨就是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美国教育灵

魂有三个关键词———“独立思考 ”、

“质疑一切”和“创造创新精神”。 在美

国， 练习题同样也有题海， 但却没有

标准答案。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习题，

比如“基于富兰克林的论证， 你会同

意通过《美国宪法》吗？ 为什么？ ”每一

个问题都引导你从不同角度去感知体

悟学习材料， 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

思考起来其乐无穷。 反观我国的习

题，少则少矣，但都脸孔严肃，缺乏情

趣，背后都有一个标准答案。

要提升社会成员想象力， 文化的

更加开放和价值的更为多元恐怕是唯

一出路。 一个开放的社会， 其想象力

不该被“标准答案”所绑架，“标准”的

解释权也不该被人为垄断。 所以，我

们的教育制度，还应该在“去标准化”

方面多下功夫， 大力改革， 才能培养

出更多创新型的人才来。

“标准答案”

摧毁创新能力

□ 孟嗣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