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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师说

短 评

■新闻漫画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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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卖场

不妨笑看节操词典

6 月 17 日，武汉某校 500 余名高三学生自筹近十万元，在高档酒店举
办晚会，名媛派头十足，招致网友们如潮批评。

“学什么不好？偏要学一身风尘气？”人的天性中固有虚荣成分，关键在
引导。 可社会给孩子的规训太多，沟通又太少，多数老师、父母在孩子们的
心中，早已失去成为榜样的资格，当他们有所困惑时，只能把目光投向“成
功者”。

可这些人真是正确的榜样吗？ 他们穿名牌、开豪车，外表光鲜，可私
下不是寻开心，就是爆绯闻，在他们的成功之路上，充满原罪。 前天还说
尊重文化，昨天就去毁文物，微博上天天论做人，可监控录像中却对女士
挥拳……如此“引导”，儿童们所理解的文明，自然只是攫取更多利益的
工具，与心灵无关。

孩子的行为是成人世界的一面镜子：少年时莫言目睹母亲去集体的地
里拣麦穗，被看守麦田的人扇了一个耳光，母亲嘴角流血，满脸绝望。 多年
后，看守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莫言与其偶然相逢准备冲上去报仇
时，被母亲拉住，“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母亲教
会了莫言什么是宽容和理解。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莫言跟着母亲去卖白菜，
有意无意多算了买白菜老人一毛钱，事后母亲泪流满面，说，“儿子，你让娘
丢了脸。 ”母亲教会了莫言什么是诚实和耻辱。

“儿童是我们发送给我们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 ”这是尼尔·
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告诫世人的。 今天，脚步匆匆的我们是不是有必
要停一停，留意一下身边的孩子，从他们身上照照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地
方出了偏差？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孩子装名媛谁之过
□ 蔡辉

辽宁本溪高级中学因常年达一本学生
超 95%，被网友称为“神校”。 今年高考，不仅
再次包揽文理科全省第一，且 1000名高三学
生，二级运动员达 87人，引广泛质疑。“连游
泳池都没有， 竟然有 25 名游泳二级运动
员？ ”

———据说， 不只是本溪高中没有游泳
馆， 整个本溪市区都没有一个标准泳池，看
样子学霸们不仅有“神”力，还有“神”助，能
够在旱地里完成游泳训练。

数学 0 分，历史 16 分，作文不知道写什
么……就读于天津某中学的德国小男生，对
各种考试“压力山大”。 不过文科老师们一致
评价他字写得好、很工整！

———他肯定还没有机会接触一门叫奥
数的学科。

某高考状元想学新闻，采访他的记者纷
纷劝阻，小伙子现在改变了主意；某毕业生
想学医，遭医生父亲的坚决反对，事情在微
博上发酵后，不少医生也来劝，学啥也别学
医。

———不要迷信“业界良心”，鞋子合不合
脚，你不穿，永远不会知道。

保时捷、法拉利、劳斯莱斯……日前，一
组题为“北体大毕业典礼豪车云集堪比车
展”的组图在网络爆红。 近日，该校相关负责
人称，车队并非用于毕业典礼，而是学生拍
摄毕业短片时租来的“道具”。

———炫富有风险，容易被“扒皮”，容易
“坑着爹”，这群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可能不懂
个中道理。

点评人：余娅

近日，@嵩县一高贴吧发微博求助 @ 洛阳市消防支队，称嵩
县一学生反映高二女生全部住在学校图书馆中，一个大屋子住了
200个女生。“万一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突发情况怎么办?”部分学生
和家长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6月 21日《大河报》)
� �见过学生多人挤在一间宿舍的，但恐怕谁都没有见过“200名女

生挤一屋”的情形，虽然是住在学校图书馆，看起来也挺整齐的，但这
么多人住在同一屋檐下，谁受得了？ 安全、睡眠质量、个人隐私等恐怕
都成问题。

或许学校让房间“人满为患”是出于无奈，因为刚申请下来的宿舍
楼正在建设，校长也表示这是暂时的。然而多床挤在一起，排与排之间
没有通道，显然是很危险的事，虽然当地是贫困县，但教育投入必须要
保障，所谓的财力有限之类说法很可能是缺乏远见、轻视教育和推卸
责任的借口而已。对于学生的住宿问题，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看到了吗?
当地政府官员看到了吗？

“200名女生挤一屋”虽只是极端个案，然而一些落后地方的对策
明显有些迟钝，甚至是捉襟见肘，相当被动。 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各地
一再高喊“教育优先”究竟有几分诚意？ 城镇化大建设如火如荼，却迟
迟不能给走进县城的孩子们提供足够的寝室，这恐怕又是一笔教育欠
账。在媒体曝光之后，或许学校会采取一些办法，然而不重视读书的现
实仍被暴露无遗。

需要追问的是，在当前条件下，为缓解农村学校的压力，我们是否
还可以有其他解决办法？ 比如腾出老师办公室、教工住所以及其他用
房，再比如让路近的学生不要住校、租借校园周边的民房等等，这总比
“200名女生挤一屋”强。

百人睡一屋真不行
□ 王军荣

汉服毕业“秀”
事件回放：6 月 20 日，“上午九时，三声金锣礼号齐鸣，汉代威风八面鼓隆隆擂响，编钟箜篌恢弘汉乐奏起，男生身着朱子深衣汉

服，女生身着曲裾深衣汉服，全体校领导、校学位委员会成员、导师代表均着汉服肃然而立。 现场庄严肃穆、气势磅礴”。
（6月 26日《新京报》）

【正方】
Say Yes

杜吹剑：《国语》云：“服者，心之文也。 ”穿着何种服装，就
体现何种心境。 因衣冠具有民族身份识别功能，可促进文化
认同，所以唐代孔颖达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
之美，谓之华”的说法。 探索中国传统特色学位服和毕业典
礼，江苏师大等高校的做法值得肯定和称赞。

郭晓冉：在这个年代，中国汉唐的辉煌文化，还有多少人
能够记得，忘记历史是民族的一大悲哀。 而在这个时候，采取
这种汉服“登台”的形式，虽然可能用处不大，但是对于唤醒
人们对于华夏古典之美的记忆， 激发潜在的民族自豪感，做
了总比不做要好些吧。

谭敏：“汉服礼”也好，西服礼也罢，且不论孰优孰劣，它们
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但其背后反映出的是近年来学校对毕业生
的重视。 告别千篇一律的领导台上讲话、学生端坐台下鼓掌的
程式化的散学，而用庄重而特别的仪式来结束大学生活，迎接
新的人生阶段，也是教育理念和社会价值观多元的体现。

【反方】
Say No

练洪洋：毕业生穿汉服参加毕业礼，多少有点“穿越”的喜感，让
人仿若置身“大汉王朝”的国子监。 如果纯粹从服装意义解读，没有问
题，与穿校服出席一样，但硬要把这个与什么“精神传承”扯到一块，
未免有点牵强、唐突。 再说现代大学，它也是舶来品，历史最长者也不
过百来年，与古装根本不搭边。 如果这番创新是对国学班同学似乎还
说得过去，否则，感觉不伦不类。

宁乡一中 李健熙： 如果汉服热仅是类似 COSPLAY 的娱乐活
动、年轻人的“亚文化”，也无可厚非。 但像江苏师范大学这样让汉服
登堂入室，成为了正规高校的的统一礼服，就让人吃不消了。 敬畏传
统，就不能打着“尊重”旗号而去“发明”。

朴北：我国现行的学位服本身已包含了诸多“中国元素”。 如学位
服的袖口处绣有长城图案， 衣服前襟纽扣也采用中国传统的布制黑
色“如意”扣。 说到底，学问的高深并不取决于着装出自哪里，具备哪
些元素。 大学精神未立，创新意识不显，不老老实实做学问，任何样式
的学位服只能称之为“戏装”。

“本以为在暑假前的这场幼教讲座里能有所受益，哪知幼儿园请来
的这位幼教专家却在授课之余‘搭车’叫卖教育光盘。 ”日前，河南郑州的
薛女士告诉记者，普遍家长都觉得这样的讲座变了味儿。

（6月 27日《中国教育报》）
近年来，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幼儿园、中小学俨然成为各类培训机构

和各色专家眼中的“香饽饽”，挖空心思意欲打入其中。 于是，各种打着
“免费”旗号的讲座活动混入校园，借机进行品牌推广或产品营销。

电影电视剧中的“植入广告”是商业行为中的常规手段，影响的只是
一部片子的口碑；但商家以公益为名欺骗学生消费者的行为，败坏的就
不只是一所学校的声誉，一些家长的观感，而是对教育公信力的腐蚀。

文 杨国营 图 焦海洋

23 日晚上，辽宁高考成绩揭晓，在本溪
高中复读的考生刘丁宁考取 666 分。 去年此
时，她同样考取了 668 分的高分，是辽宁省的
高考状元。 原本已经成为香港大学全额奖学
金学生的她却一举惊人： 退学重回本溪市高
级中学，为北大中文系梦想复读。 今年，刘丁
宁再一次勇夺全省文科状元。

(6月 24日《沈阳晚报》)
� �但是状元选择复读却引起不小波澜，不少

人认为：“状元” 复读不管是对于她个人还是教
育资源，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对于这种观点，
笔者不能苟同。

因为文化传统的缘故，“状元”这个词语承
载着公众的诸多期待， 刘同学两年都能夺得桂
冠，无疑是实力超群。 高考拼的是实力，如果没
有稳固的学习基础，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就算
是“学霸”也不一定能顺利进入清华北大。 而且
复读也面临多重可能性， 谁也不敢保证明年今
日的分数会更高，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就个体而
言，考霸休学回炉，这是常人不敢做的事情，其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分数是唯一标准，千军
万马过独木桥，谁能够最终进入排头兵的阵营，
都是凭本事说话，每年都有“高手”，并不会因为
多了一两个刘丁宁这样的人参与考试， 名校分
数线就会拉高很多。所谓的浪费教育资源，实际
上是把自己能否进入名校， 寄托在别人是否参
加高考上。

再则，刘丁宁复读的原因很简单，追求纯粹
的国学，这是她的梦想，而选择复读是她逐梦的
大胆行动，她的状元身份，高额奖学金等等，这
些都是她通过自身努力获得， 并不是依靠别人
施舍和给予的，对于这些她有自主选择权，选择
放弃也无可非议，如果非要上纲上线称其为“浪
费”的话，背后是否有一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的心理呢？

状元复读并非资源浪费
□ 彭静

“优剩劣太：优秀的女生被剩下了，普通的女生成了别人的太
太。 ”“重口难调：一个人口味太重，无法跟小伙伴们交流。 ”日前南
京大学美女大学生姜茶茶创作的“节操词典”漫画，进行“旧词新
解”，引来众多网友疯狂补充和转发，直呼“亮瞎了”，汉语真的是
博大精深啊！

（6月 25日《东南快报》）
“节操词典”这个名字本身就惹人非议，而标新立异总是能成

功吸引目光。 比如将“点头之交”改为“点赞之交”，以喻意“两个人
没什么交集，但是会在网络上互相点赞”；将“单身贵族”改为“单
肾贵族”， 以讽刺那些为购买苹果手机而去卖肾的人……这类旧
词新解，将时下流行元素并入解析中，具有一定讽刺意味。 然而，
随便将“人生苦短”解释成“人生最痛苦的就是腿短”，拿对文字的
歪曲和错误解读当成全新释义，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不恰当联想，
难免陷入低俗，遭人诟病。

娱乐无可厚非，创意还需底线。 没有尺度的逗趣就是恶搞，网
络的受众面广泛，上到老人下至小孩，每个人的接受判断能力不
一，大人读了那些段子后，或许会一笑置之，但是，对于那些尚在读
书的中小学生，会否产生误导倾向？ 孩子需要正确理解、规范使用
词语，如果他们按这个“节操词典”答题，不挨批评才怪！

在现代生活中，“节操”这个词语在网络上随处可见，无节操
更多的是一种自黑，偶尔玩玩尚可。 但作为民族的语言，汉语是要
严谨守正，“篡改成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智慧，但它只
能是一种“乐子”，大家一笑了之便好，不可再度延伸扩大。

□ 米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