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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言辣评

考前该不该划重点

？

新闻背景：不少高校每学期最后一堂课的学生到课率往往很高，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老师一般要在这时划考试

范围，也就是复习重点，这几乎已经司空见惯。 所以，当某高校于近日在其官网上发布“关于杜绝任课教师考前划定
考试范围的通知”以后，便立即引发了网友大面积热烈讨论。 那么，大学要不要考前划重点？ （11 月 30 日中青在线）
@ 浙江省淳安县睿达实验学校刘云海 大学不比中
学，大学生除了正常的课程理论学习与考试外，还有很
多别的事情要做，比如社会实践、人际交往、创业尝试，
等等。 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素质提升和能力训练更重
要，如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应付理论考试上，将会导致
大学生实践能力的欠缺，不利于毕业后就业创业。 因此，
考前划重点，这个真的可以有，能让大学生有针对性地
学习复习，不至于落下功课，避免学生过于束缚在单纯
的课程复习中。
@ 长春理工大学杨红星 在笔者看来， 一是应该平
时把学习重点分散到每一周甚至每一堂课中去讲，而非
临考前一股脑儿地把重点划给学生。 平时认真听讲的学
生能及时把握住学习重点，平时不认真听讲的学生也钻
不了“
平时不努力，临考抓重点”的空子。 二是变“一考定
终身”为“多考定终身”。 加大平时考核权重并计入总成
绩。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老师要不断题解新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这可能才是平
息考前划不划重点之争的治本之策。
@读者马全和 俗话说得好，艺多不养人。 学知识犹
如一个人背着行囊走路一样， 笔者认为不是越多越好。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没有必要把有限的
生命浪费在很多无用的知识当中。 人生在世并非只是为
了学习知识，而是通过学习知识做出一番成就，在为国
家创造贡献的同时，承载个人幸福之梦。 在这个世界上，
那些心无旁骛、轻装上阵、学知识专一的人更容易到达
成功的彼岸。 所以说，考前划重点是种福利，有利于学生
化繁为简，有四两拨千斤的奇特效果。
@ 读者乔英杰 考前划重点无异于给学生“施毒”，
早就应该禁止。 其所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造成考试
“
不公平”，还会一点一点地消磨掉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使学生变得懒散懈怠。 而且，这种危害还不
仅仅体现于在校期间，当这些靠考前“福利”才能蒙混过
关的学生走向社会，尤其是走上工作岗位后，其更大的
危害才会逐步显露出来：专业知识一知半解，工作无法
正常开展；思维懈怠、不负责任，更会让他们在职场生涯
上举步维艰，前途一片渺茫。

考前划重点“惯”坏
师生教风学风
中国的高校普遍给人“严进宽
出” 之感， 学生们挤过高考独木桥
后，似乎松懈了，抱着“
差不多就行”
的心态，开始享受大学的美好时光。
而我们的高校老师似乎也特别宠爱
学生，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给予
了他们极大的自由， 甚至连本应严
余娅怎么看 肃紧张的考试，都备好了“考前划重
点”的“
温馨服务”。
但这样的“
温馨服务”让笔者深感不安，惯例看似暖心，
却着实“惯”出了学生和老师的坏毛病。
先说学生，“考前划重点”助长了他们散漫的学风。 为了
给大学生留出足够的社会实践时间， 大学课程的安排相对
轻松，只要稍加认真就能掌握。 即便这样，也有不少大学生
得过且过，经常缺课、逃课，临到期末，就等着老师划重点，
考前突击背一背、记一记就平安过关。“平时不努力，临时抱
佛脚”，对待考试尚且如此，其他需要下功夫才能完成的工
作，又哪里肯用心？
再说老师，“
考前划重点”纵容了他们庸懒的教风。 学生
考试成绩的好坏是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 想要提
高学生成绩，老师就得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课上好，
让学生爱听爱学，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若是沿袭
“考前划重点”的惯例，“
提高考试成绩”就成了一道伪命题，
既然可以让学生提前知晓考点，让他们的成绩单足够好看，
为什么还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上？
正因为部分学生和老师都不把“学习”当回事，“考前划
重点”就成了一件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事，但这一惯例积
弊重重，既无法反映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也无法证实老师
的教学能力，让所谓的考试沦为大家心知肚明的“
走过场”。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笔者以为，大学的“德”一定包
括这样的原则：好好学习是学生的本分，严谨治学是教师的
天职，如果连分内事都敷衍，还谈什么求学治学？
主持人：杨雨晴

学生信息泄露令人忧
“
请问您是某某学生家长吗？最近孩子
学习怎么样……”家住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的张先生，自孩子上高一后便隔三岔五接到
类似的骚扰电话，对方自称是民办教育培训
机构，游说张先生的孩子报补习班。 有记者
采访发现，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周边各种
培训班五花八门，每到周五放学时，学校门
前发传单者比比皆是。 据知情人透露，培训
学校或者补习机构与中小学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家长和学生的信息是通过各种途径
得来的。
石向阳 / 图

责任心，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
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
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
义务的自觉态度。 作为一名教师，除了要教育学
生学会学习、学会健体、学会做人以外，更重要
的是要培养他们在集体中的个人责任感， 这也
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集体是由很多个个体组成， 俗话说：“一
花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总是春”。 由此可见，
个体是集体组成的细胞， 个体的作用对于集
体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雷锋同志曾经说过：
“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螺丝钉是一
台机器的组成部分，机器是一个集体，那么螺
丝钉便是个体，个体生锈了，机器就难运转，
这就说明了个体在集体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当学生走进学校， 他的个别行为就会影响其
他同学，久而久之，就能形成集体作用。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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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
师腐”
家长别做“
两面人”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陈虹老师刚刚结束产假，重新回到班级上课，迎接她的是
一份份十足的大礼。 有的家长守在学校门口递上一张价值不菲
的母婴用品购物卡，有的家长干脆网购了婴儿用品直接快递送
到学校，还有的家长在班级群里联合组织给老师买礼物……家
长们一边痛斥腐败，一边又在做着“腐蚀”老师的助推者、行贿
者。
（12 月 1 日《今晚报》）
腐败常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教育腐败常常指向有权力的
教育管理者，“师腐”指向的是一线老师。 老师总体是好的，老师
工作总和辛苦、勤劳、奉献、委屈相连，且中国素有尊师重教文
化伦理，于是，“师腐”就很少被正面提及。
其实，在“官腐”之外的一种比较隐秘的“师腐”现象绝非一
校、一地所特有，而且乱象五花八门。 比如，家长在老师第一次
上门家访、假期、教师节等都要“表示表示”，直接送礼、送钱；有
老师在朋友圈发自己兼职代购的化妆品、 卖保险等各种信息，
暗示家长购买；有老师违规开办各类辅导班，在课堂上讲课留
一手，变相逼迫学生上辅导班；甚至有的个别老师下午第四节
课外活动时间给学生辅导也要收钱；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归
属、三好学生的评比、课堂内外的关照、教室内的座次安排等
等，在一些老师看来都是“
商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伦理与教育腐败》报告指
出，教育腐败的本质是钱权交易。 可见，以上这些案例不是老师
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正常“人情往来”，而是属于腐败行为。“师
腐”现象的发生，会增加家长经济负担，让教育沾满铜臭味，对
孩子的心灵产生污染，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使教师的形象
矮化，破坏教育公平，败坏社会风气，老百姓怨声载道，如此“教
育毒瘤”必须像打击“
官腐”一样予以根治。
“
师腐”现象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一些老师认
为学生家长给老师送礼是“人情往来”；再来一些地方治理措施
不严，“师腐”违规成本低。 另一方面，一些不良老师在班级微信
群或 QQ 群上暗示家长给好处，家长怕孩子遭遇“冷处理”，只
好送礼；一些家长存在不正常心态，希望老师照顾好自己的孩
子，主动送礼；一些家长委员会设立了微信群，“委员长”常常在
群里发号施令，“商议”给老师送钱送物，一些家境不好的家长
被迫“
随大流”。
要遏制“师腐”。 一要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对老师教育
引导，提高他们思想觉悟，努力创建纯洁无污染的校园环境。 二
要纪检监察机构强化管理，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于明目张胆
“师腐”行为，依照相关政策法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于突破
法律底线的，应该将其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同时，对于“师腐”
现象，还要依纪依规追究学校与相关主管部门的责任。 三要“
防
范”。 一方面要创新防止“
师腐”方法。 比如，澳大利亚规定，老师
不得收取价值超过 50 澳元(约合人民币 210 元)的礼物，收贵重
礼物算受贿，类似制度规范，值得学习；另一方面对老师补课，
实施规范化管理，通过制度约束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老师的行
为，杜绝不良风气，还校园一片净土；第三开通教育微信二维
码，将其张贴在学校、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等醒目位置，邀请
老师、学生家长、社会公众关注，对“师腐”问题进行监督，使之
无容身之地。 四要老师端正思想，加强自律，牢记职责使命，坚
守高尚情操，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抵制不良风气。
当然，也要严禁“腐师”。 家长别做“两面人”，一面痛骂“师
腐”，另一面成“师腐”的“
帮凶”。 第一，家长要认识到，让孩子优
秀绝不是靠送礼送出来的，把吃喝请送的歪风带进学校，只会
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第二，家长对老师违规收礼索贿现象，要敢
于举报、主动发声，切莫“
助纣为虐”、听之任之。 第三，家长委员
会要严以律己，禁止逼迫家长给老师送礼。 第四，学校应该多做
工作，比如浙江、安徽等地，一些学校在教师节、元旦、春节前群
发短信给家长，声明绝对不收礼，还有的学校请学生转交给家
长一封信，信中表达“不收礼承诺”，这些在防止“师腐”的同时
禁止家长“
腐师”的好做法值得借鉴。

浅谈如何培养学生集体主人的责任感
长沙市长沙县福临镇开物小学
的集体对学生的品德形成有许多积极影响。
它是学生形成集体主义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的直接源泉， 是推动学生努力
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的客观力量，也是促使学
生在集体的健康舆论影响下和先进积极分子
的带动下，不断进行道德实践，逐步形成品德
的良好环境。
责任心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品质， 有助
于促进学生良好品质的发展， 有助于学生独
立性的增强， 有助于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和学
习水平的提高， 对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具有极
为重要的价值。 学生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能对
责任心产生真切的体验， 使他们感受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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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他人是有用处的，责任心就在实践过
程中逐渐形成起来了。
笔者学校六年级周瀚（化名）同学，个子
不高，体重约 50 公斤，由于身体较胖，所以他
稍微一动就容易出汗，每次轮到他值日时，他
就找借口逃避， 有好事的同学经常找老师告
状或取笑他。 班里开展品行评分活动后，周瀚
第一次主动留下来做值日， 班主任给他评了
最高分，并给他带上了小红花，还让他负责班
里的卫生工作。 周瀚开心地跟班主任说：“集
体这样关心我， 我一定要主动为集体多出
力。 ”从此，他每天坚持早来晚走，主动清扫楼
梯楼道，清理内草坪，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他汗

水浸透衣衫的身影。 学校期末评奖会上，六年
级获得了鲜艳的流动红旗。 从那时起，同学们
都说：“一个人，只要他的心灵是美的，大家都
要尊重他。 ”周瀚同学深有感触地说：“集体爱
我，我更爱集体！ ”
由此可见，当学生明白按道德要求办事，
可以给集体、给别人带来好处，得到舆论的好
评与支持时， 他们就会形成集体主人的责任
感，并且产生继续做好事的热情，从而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
作为教师，除了授业、解惑以外，更要培
养学生的集体主人责任感， 将责任感的培养
渗透在教育教学中，教会学生对自己负责、对
家庭负责、对他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使学生
确立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 让
每一个学生在集体中得到锻炼，完善个性，在
集体中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