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来， 曲阜围绕纪念孔子举办的

政府活动数不胜数，每天来学习的、采访
的、谈项目的，络绎不绝。 整个曲阜市，与
孔子文化产业相关的投资企业超过 1000
家。有数据显示，如今曲阜每天有近 3000

人祭孔，企业家忙着去圈地办学，动辄投
资上亿元，每天有新学校挂牌。曲阜很忙，
儒学很热，但儒学真的迎来新生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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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师说
本期主题

余娅怎么看

“超级中学” 是也非也

期待“超级中学”华丽转身

新闻背景：在当下的中国教育界，“超级中学”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以河北衡水中学为例，作为“超级中学”的标杆，
一直被社会主流舆论和教育专家口诛笔伐，被认为是“反教育”的“高考训练营”，是泯灭人性的“考试机器加工厂”。 可
与此同时，河北的学生和家长用脚投票，想方设法要挤进衡水中学的大门，考上衡中是河北很多初中生的奋斗目标，全
国各地来衡中参观学习的同行络绎不绝。

@ 浏阳市杨花中学周芳元： 在高考招生评价体制不
变的情况下，严禁学校擅自扩大“择校生”招生比例、降低
录取分数线、提高收费标准或在限定金额外收取其他任何
费用，这已经变得尤其重要了。 公办高中学校教育具有较
强的公益性，只有适当控制超级中学的规模，规范招生秩
序，严格收费管理，才能保障更多考生的教育公平。

@ 读者叶水涛： 到过衡水中学的人无不感叹这所学
校的学生有理想，有奋斗目标，有个性创造展示的天地，有
精神渲泄的渠道，有睡眠、运动、营养的基本保证，有吃苦
耐劳、受挫折的心理预期，有家庭社会所给予的鼓励期盼，
有竞争胜出的积极愿望。 幸福与否是一种感觉，学生最有
发言权。专家自己也认为“一些来自‘超级中学’的学生，他
们对学校的感恩真诚而朴实，认为这样严酷的应试训练固
然又苦又累，但增加了农村学生的升学机会，有何不好？ ”
这十数年，伴随衡水中学腾飞，数以万计的学生考进大学、
进入社会，毕业生中没有埋怨、更无攻击学校的，这本身便
是奇迹。

@ 浏阳市沿溪镇梓山完小李阳春： 如果在参加高考
之外，拥有升入理想的学校，进而获得一份理想职业的第
二种甚至第三种途径，相信不少学生及其家长都会对那些

“超级中学”的做法说不。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一年一度
的高考依旧是选拔学生进一步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最为公
正且最具可行性的一种方式，考入重点大学依旧是众多寒
门学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在此种情况下，两
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这就是河北的学生与家
长用脚投票，想方设法要挤进衡水中学的大门，而全国各
地来衡中参观学习的同行络绎不绝的根本原因。

“超级中学” 诞生于高考选才的现实环境
中，根植于“分数决定升学”的人才评价体系里。
它的身后， 是地方政府对教育政绩的非理性追
求，也是学校对“升学率”的过分执著，更是无数
家长、学生改变命运的殷殷期待。

对为数众多出生于普通的县城、 小镇青年
而言，你考或不考，高考都在那里。 如果能够挤
进“超级中学”，愿意接受“炼狱”一般的磨砺，离

成功就近了一步。我们不难发现，衡水中学出现在河北、毛垣厂中学成
长在安徽六安的一个小镇，超级中学的规模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远大
于中东部地区，因为生长于斯的孩子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超级中学”
就如一家家低产能、高消耗的旧式工厂，GDP 离不开它们，但它们的
发展又与“生态文明”的期待背道而驰。 它们鼓吹成功学，实行奴化管
理，一切朝高考看齐，高“升学率”的背后是饱受诟病的办学模式。

工业要想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是必然，而教育要想迎来光明的未
来，“超级中学”必须刮骨疗伤，承受转型的阵痛。

未来的路怎么走？“超级中学”应该把高考“光荣榜”当作起点，而
不是终点，在此基础上对“育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于知识教育之外，
补充进人格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同时，改变军事化的学校管理
模式，多一些人文关怀，多给学生一些自由成长的空间。

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关切教育，在加大
教育投入、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实现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均衡。说
到底，教育公平的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远比一时一地一所学校的升
学率来得更有用。

笔者相信，能够将应试教育做到“极致”的“超级中学”也定能在改
革中实现华丽蜕变。

年轻不是透支
健康的资本

□ 铁铮

无论原因如何，这都是令人心痛、让人扼
腕、 逼人反思的消息：11 月 14 日 11 时许，广
州大学一大二男生在宿舍猝死；16 日又有媒
体报道：西北政法大学女生梁彩利连续 1 个多
月熬夜备战， 辩论赛结束后当晚突发性脑溢
血。

对于“大学生接二连三地倒下”的现象，各
界评论显然不一。 有的说，大学生压力过大需
注意保护身体； 有的认为如今大学生弱不禁
风，身体素质堪忧；有的则说，这是媒体的夸
张，更多的大学生学习并不用功，大学生活并
不辛苦……

据笔者所知，不少学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
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和锻炼的必要性。有媒体报
道， 不少学生穿着牛仔裤上体育课就是一例。
有的学生出工不出力， 到体育场却不活动；有
的人刷完卡就溜，掩耳盗铃般地混事儿；有的
成天宅在宿舍、黏在电脑前，一连数日都不动
身。 在一些学校，熬夜赶作业对学生而言是家
常便饭，所谓的通宵自习室还颇受欢迎。

锻炼身体，平衡营养，放松心态，科学作
息，这些都是基本的健康之道。 但这些东西家
长给孩子讲过没有？ 讲过之后督促没有？ 督促
之后有没有效果？不少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
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健康缺少必要的重视。 他
们总是觉得，年轻就等于健康。高考刻不容缓、
考级刻不容缓、出国刻不容缓、就业刻不容缓，
却忽略了学生的健康。有的学生因病休学没有
痊愈，就被家长送回了学校；有的家长明明知
道孩子有既往病史，却有意隐瞒，造成了不可
挽回的后果； 有的家长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就
是没有帮助孩子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即便与学校学生的猝死和突发重症并没
有直接关系，也需要认真反思，大学生的身体
健康在学校工作中摆在了什么位置上？真正重
视了没有？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力？事实上，在对
待学生健康问题上学校还有许多可以改进、完
善的空间。 比如大学生缺少定期体检，对于学
生的身体状况缺少必要的排查；比如一些学校
的体育课如同虚设，对于学生是否参加锻炼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出台的一些监督措施并
不科学，不但不吸引学生，反而引起他们的反
感等。

周浩有足够让人惊讶的经历。 3 年
前，他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学到北京工业
技师学院，从众人艳羡的高材生到普通的
技校学生，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人才储
备军到如今还未就业的技术工人。这样的
身份转变，就足以让人不敢相信。 周浩这
样做了， 并且谈起当年的决定，“毫不后
悔，很庆幸”。

很多人不敢相信周同学的判断，是因
为在大家眼里， 技校和北大相差实在太
远。 其实男孩从小就喜欢拆分机械，家里
的电器被他重装过。而他之前就读的生命
科学专业是比较微观的一门学科，侧重于
理论和分析，操作性不是很强，笔者对周
浩的选择表示万分理解，而事实也证明这
种决定是对的：11 月 4 日，第六届全国数

控技能大赛决赛开幕式在北京工业技师
学院举行。 在会场，一个看起来很沉稳的
男孩代表参赛选手进行宣誓，他的一举一
动时刻吸引着媒体记者们的眼球。他就是
即将走上成功的周浩。

显然， 理性地选择今后的从业方向，
既是现实社会人才分配的需要，更是让自
己价值最大化的夙愿，鉴于时下农民工的
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大多数人缺乏技
术，不能胜任新的工作要求，于是就导致
了“用工荒”现象的出现。另外企业的产业
结构还比较落后，调整速度较慢，管理者
普遍青睐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劳动者，对高
学历人才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 因此，众
多高校的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困境。
所以，关于“好钳工比研究生还难找”的

事例和大学生与农民工站在一起求职的
现象已经屡见不鲜。 为此，我国正在努力
控制高等教育的规模， 以质量替代数量。
并加大对职教的重视，改造部分院校为职
业学校，以此培养出像周浩这样的数以亿
计的具有一定知识的技能型人才，这既是
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

可惜的是在现实社会中，“弃北大读
技校”仅是一枝独秀。相信莘莘学子，在自
己的兴趣与父母的面子之间，都是“胳膊
拧不过大腿”，不得不服从大人的意志。毕
竟在中国，白领比蓝领挣钱容易是个不争
的事实。 只不过就业形势年年严峻，何必
非得都去挤独木桥？有时候我们降低工作
门槛，热衷自主创业，也不失为一种以退
为进的谋生策略。

据报道，11 月 14 日一群人冲进吉林市船营区第二十五小学教
室，殴打两名老师。 打人者说“以后谁也不许动我家少爷”。 被打老师
郭鑫前一天调解了“少爷”的打架纠纷，还被该班班主任要求向“少
爷”道歉，此事激起公愤。

现在孩子都金贵，捧手里怕碎了，含嘴里怕化了。但保镖护身，唯
我独尊的“少爷”，老师同学都惹不起，简直不像这个时代的情节，不
知是从哪个朝代穿越来的。

把儿子当“少爷”养，当爹的自然就是“老爷”。可这霸气侧漏的做
派，怎么看都更像流氓地痞风格，与当今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周围人
或是迫于淫威敢怒不敢言，但心里能有几分真的“敬重”？ 事情曝出
来，是爹坑了儿子，还是儿子坑了爹，还真值得琢磨。

许魏巍 /文 焦海洋 /图

少爷横行校园当休矣

无锡一群家长在郊外一处山林中，悄悄建起一所
“现代私塾”———黄庭书院，并让自己的孩子从学校中
脱离出来，到书院接受教育。 这种教育模式被称之为

“家庭互助教育”。
“家庭互助教育”模式，对一般父母来说，出资成

本是无法承受的。 要给孩子个性化学习提供条件，就
要为他们提供适合的生长环境、充足的理论资料以及
常用的生活用品等。 在家长自愿的前提下，还要聘请
有着多年管理工作经验的优质老师与能处理突发性
事件和矛盾的保安。 这样“高风险投资”，一旦有了差
错，血本无归不说，贻误了子女的前途。

教育不仅仅是要求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塑
造独立人格，其中与人相处、合作的能力也是培养的
重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校园阶段的生活也是非常重
要的。 而在“私塾”读书的孩子，像黄庭书院目前只有
10 个孩子，他们接触的小伙伴少，长大后会不会出现
人际交往的困难，这也是一个问题。

办“私塾”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如果某一环节
出了差错，孩子的前途就毁了。 再说，离开传统的学校
教育体制，意味着孩子没有正规学历，也就是说，拿不
到毕业文凭，将来升学、就业，怎么办？ 孩子的出路在
哪里？ 毕竟大多数有志之士还是依照传统模式锻炼出
来的。 再说，自立门户后收“徒弟”也不能保证每个人
都达到一种大家公认的成功状态吧。

弃北大读技校是明智选择
洞口县第七中学 谢建中

现代私塾
不能替代学校教育

武冈市职业中专 黄启龙

□ 余 娅

下期预告：

儒学热，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