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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拿奖学金就得请客 ？

新闻背景：大二快要过去的时候，在广西某高校就读的王斌获得了一家单位赞助的校级三等奖学金，还没来得及把奖
金信封装进书包，王斌舍友便拉着要请客。 要不要请客，王斌在手机上搜索“奖学金请客”，发现有类似经历的人还挺多。
（7 月 7 日《中国青年报》）

@ 读者童其君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一个人活着总不能只想
着自己，只有你乐我乐大家乐，才能拥有真正的快乐。 拿到奖学金
确实是一大乐事，一桩喜事，但要懂得与人分享自己的喜悦，请舍
友吃饭应该高高兴兴大大方方才是，一来可以培养自己和舍友的
感情，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也建立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另外，可
以激励他人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奖学金。 依我看，拿奖学金请客
吃饭这钱花得值！ 因为，分享快乐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素质。
@ 武冈市邓元泰镇中心小学刘传斌 大学生请客现象早已有
之，但如果拿到奖学金就得请客吃饭，动辄几百元甚至数千元，显
然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情绑架，这会让获奖者有苦难言，影响同学
正常人际交往，甚至助长校园攀比、奢靡之风的蔓延。 学校设立奖
学金制度旨在通过奖励优秀学生，激励更多的人发奋学习，在校
园营造努力拼搏、积极上进的学习氛围，而拿奖学金就要请客无
疑背离了这一初衷。 笔者以为，朋友不是靠物质金钱来维系的，希
望学校在奖学金的使用上，出台明确的惩罚措施，让那些打歪主
意的同学不好意思开口。
@ 长春理工大学杨红星 遥想当年上大学时， 每逢发放奖学
金，三五好友相约，到一小饭馆小酌，聊聊人生，聊聊未来，甚是惬
人人得而
意。 但用当下评论者的眼光来看，那样的行为真可谓是“
诛之”的坏风气。 对于那些被附加了功利化目的的请客之举，应当
呵斥。 但对于为了单纯地增进友谊、共话桑麻的朋友间聚会，只要
不违法乱纪，还是别那么“声色俱厉”了吧？ 学校是社会的一面镜
子，奖学金请客也就具有了影射时弊的现实寓意。 在我们对奖学
金请客扣之以“人情绑架”“歪风邪气”时，是否也应反思，作为批
评者的我们，是否仍在“请客吃饭”？
@ 读者关育兵 拿了奖学金就要请客，这样的思维其实是“打
土豪”思维的延续，不管你财富来源的合法性，只要是得了好处，
理当“
利益均沾”；再往前推，那就是“均贫富”的思维了。 社会当然
要缩小贫富差距， 但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并不能变成“暴力胁
迫”。 另外，除了奖学金外，大学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评选，要想胜
出，群众的投票很关键，此时用奖学金请客就带有交易的性质了。
这样看似“明智”的态度，其实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将会影响
社会风气。

做主你的奖学金，不要被绑架
奖学金自己花？ 还是请客吃饭？ 从来
都是个难题，笔者以为，对大学生而言，
还是一次事关价值取向的选择。
用来犒劳自己，没有错，那是对勤奋
努力的自己点赞；用来感谢家人、师长，
没有错， 那是对他们平日里支持和关怀
的感恩；用来宴请朋友，没有错，那是和
余娅怎么看 他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怎么庆
祝，和谁庆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虑角
度，不同的选择之间，并没有优劣对错之分，但选择的初心和
动机，有高低之分。
如果促使你做出选择的动机是真心，拿到奖学金后，你下
意识地想要让这份“幸福的果实”发挥它甜蜜的“功效”，激励
自己、感恩亲人和朋友，这样的“正能量”，于己于人，自然是多
多益善。
值得警惕的是，被“奖学金怎么花”困扰的大学生，大多已
经被功利绑架，被旁人的评价裹挟，他们把许多原本简单的事
情变得复杂起来。 用奖学金请客吃饭，因为怕不请客引来闲言
碎语，因为想用一顿饭、一点甜头来讨好身边的人，建立起所
谓的人情关系， 换来人际交往的蝇头小利。 有了这样的企图
心，虽然心有不愿，但他们还是请了客；虽然请了客，却要被
“负能量”的“
初心”反复折磨。
我们常说，大学是一个浓缩版“小社会”，它有纯真美好的
一面，也有乌烟瘴气的一面。 说它美好，因为身处其中的大学
生，还保有天真烂漫的“孩子气”；说它乌烟瘴气，因为这里是
大学生从学生变成“社会人”的过渡区、练兵场，不同的价值观
在此碰撞、交锋、斗争，最终胜出的，就成为我们迈入社会时，
主动选择带上的品质。
选择什么样的品质， 并不是一件易事， 从大学生们关于
“
奖学金怎么花”的纠结便能窥见。 但选择再难，我们都不该回
避，是随波逐流变成那个“自己都讨厌的人”，还是坚持不被
“自己不认同的价值观”绑架，这正是我们的大学生最应该认
真自学的一门课。
主持人：杨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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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成绩差被劝退”
要反思如何“
治本”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近日， 山东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对初二年级的近
60 名学生统一做出劝退决定， 这些学生大多没有什么
明显过错，只是因为成绩不太好。
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二学生， 因为学习成
绩不好，学校就擅自把他们劝退，在普法教育程度较高
的今天，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荒唐至极。
“
成绩差被劝退”涉嫌违法。我国现行《义务
初二学生
教育法》 明确规定：
“
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
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社会组
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
的环境。 ”《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
“
学校应当尊重未成
年学生的受教育权，应当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
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 ”
“
有教无类”。教育面前人人平
“
成绩差被劝退”不是
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对不同类别的学生，学
成绩差被劝退” 如此粗鲁野
校本有教育帮扶的责任。“
蛮，无端葬送学生的前途，实在是违背教育的本质。
与“成绩差被劝退”相类似的“劝退式”教育也时有
发生。 比如，广西永福县一所乡镇中心小学根据学生考
试成绩划分班级，将成绩最差的学生“分配到最差的教
室，配备代课老师”，有家长将其称为“
学渣班”。 杭州余
杭一所小学，教师根据学生成绩人为地分成精英组、平
民组、麻将组等。
荒唐的“成绩差被劝退”一再发生，其背后除了学
校领导老师法律意识淡薄外， 更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
“功利教育”思想在作怪，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育人观，
必须予以纠正。
对“成绩差被劝退”问题，“治标”之策是：一要对其
行为及时制止， 让那些被劝退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地
返回学校学习。 二要对由此给予孩子造成的伤害，采取
相应的抚慰措施，比如，赔礼道歉心理安慰等，对孩子
人格补偿与尊重。 三要对做出违法决策者，地方教育主
管部门在调查核实之后，启动相应的问责机制，让责任
人为此承担行政和法律代价。
对
“
成绩差被劝退”问题，更要反思如何
“
治本”。 要从
招生体制改革着手， 解决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两张皮的
问题；要建立合理的教育监督机制，改革教育评价手段，淡
化成绩观念；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均衡发展。

办教育慎提
“
今年是某某工作年”
□ 李福忠

当心！ 通知书“
有毒”
有安全专家近日监测发现， 一款外观像 word 文档、名
为“录取通知书”的病毒正在网络传播蔓延。 该病毒伪装成
名为“录取通知书”的 word 文件，一旦用户安装就会被植入
恶意代码。 该病毒不仅能监控用户操作手机的一举一动，还
会窃取手机中的个人短信等隐私信息。 不法分子进而可通
过相关信息获取支付等类型验证码实施诈骗。
专家提醒，眼下正是高校发送录取通知书的时节，考生
除了要提防填报志愿的钓鱼网站外，也应该注意提防伪造的
录取通知书等病毒链接。
薛红伟 / 绘

热衷儿童文学创作的教师为何越来越少
□ 罗义安
张之路、曹文轩、葛冰、杨红樱……很
多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都曾经有过当中小
学教师的经历，“中小学教师 + 儿童文学
作家”甚至成了标配。 但近年来，少儿文学
杂志已难见教师来稿，出版社也鲜有教师
作者。 造成教师创作热情降低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课业、升学压力大，微信、微博等
娱乐形式的冲击， 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被人视为“不务正业”等。
（7 月 7 日《北京日报》）
天然拥有儿童文学创作优势的教师
集体处于“失语状态”，遗憾里折射出些许
无奈。 个中原因，或许没有“
课业和升学压
力大”那么简单。 笔者认为，教师搁笔的关
键原因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没有获得感。
过去，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可以改变
业余作者的职业走向，为业余作者提供更
多的上升空间和更大的创作舞台，比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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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刊物上发表作品， 既令人羡慕和敬
佩，也可以调动工作，甚至从事专业创作。
这其中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激发着广大教
师的创作热情，吸引着更多的教师加入儿
童文学创作的队伍。 如此看来，有着教师
经历的张之路、曹文轩、葛冰、杨红樱成为
很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就不足为奇。
今非昔比，风光不再，且不说在刊物
上发表作品，就是出版了个人专集，恐怕
也享受不到过去儿童文学创作者的那种
待遇。
笔者的一位同事，爱好写作，主要写
小说和散文，题材广泛，已经小有成就，出
版了两本书，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 即便
如此，也没有多少人“羡慕嫉妒恨”。 在周
围人看来，她是一名教师，在教育教学方
面取得突出成绩，才是真本事。 如果不能
站好讲台、讲好课，发表再多的文学作品，

也不是一名称职的老师。
一路走来，作家头衔并没有给她带来
多少实惠，反而带来负面影响。 由于参加作
协的活动，教学工作受到影响，她曾被同事
旁敲侧击地提醒过， 也曾被学校管理者含
沙射影地批评过。 一旦教育教学质量落后
于其他教师，即便与文学创作无关，文学创
作也成为
“
不务正业”的说辞。 思量过后，她
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教学的突出成绩，可以
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动力； 而文学创作的业
绩，却不能弥补她教育教学的不足。
作为一名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儿
童文学创作可以得不到实惠，但不能不被
尊重，因为在尊重的基础上才有理解和支
持，才可能有持续创作的热情。 在儿童文
学创作中，曾经的主力军为何处于“失语
状态”？ 或许从笔者同事的经历中可以找
到答案。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加大某一项工作的力度， 在工
作计划中， 常常提出师德师风建设年、 教学质量提升
年、常规管理规范年、养成教育推进年、安全工作落实
年等，“今年是某某工作年”屡见不鲜。
于是，在当年中，某项工作就被突出出来。 先是上
面开动员会，下发工作方案，然后基层学校就得依据方
案做大量的工作，诸如宣传发动、成立组织、制定方案、
开展活动、 阶段性总结……实施过程中还得随时接受
检查督导，年末还得接受专项考核，也少不了开个表彰
总结大会，为活动划上句号，会上还会表扬若干个先进
单位，确定几个先进单位典型发言。
此项工作如此轰轰烈烈地搞一年， 当然会有一定
的效果，但它的副作用也不可小觑。
确立当年为“某某工作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今年这项工作是重点，别的工作可松松手了；这项工作
今年是重点，明年这项工作可以不抓了。 肯定不是。 既
然不是，那上面为什么要这样提呢？ 工作思路如此，在
做表面的文字游戏，对基层学校工作也是一种折腾。 学
校各方面工作需均衡发展，而人力、精力是有限的，如
果在某一方面过分用力， 一定会导致整体工作出现顾
此失彼的现象。
教育好比农业，培养孩子同培育树苗一样。 树苗要
生长，光照、温度、水分、养分、土壤、空气等缺一不可。
如果哪位农民在培养树苗时，将某年确定为“养分供给
年”“温度保持年”“
水分灌溉年”之类提法，并按着这种
思路去做，在某一方面用力过猛，而看轻其他方面，不
但树苗长不好，还会被世人沦为笑柄。
教育发展需要的是一种合力。 孩子的成长需要学
校各方面工作协调运转，不能刻意强调某一方面重要，
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是违
背常识的教育，是畸形的教育。
如果觉得某一方面弱，的确可以加强一下，但强调
当年为“某某工作年”是矫枉过正了。 总是搞“
运动”，教
育就会一直偏离正常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