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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师说

“江西南昌豫章书院体罚学生”事
件，如今有了最新进展。 今天，记者从南
昌市青山湖分局罗家派出所获悉， 前豫
章书院学生小罗被非法拘禁一案已立案
侦查，具体情况警方正在调查。

（12月 9日中青在线）
那些学习不好、早恋、打架、逃课、

沉迷网游的孩子， 被父母送进豫章书
院。 表现不好就要被打，里面的饮食、生
活环境极其差劲。 学校晚上要考德，点
评大家的表现，犯错误者挨戒尺或龙鞭
惩罚。

今年 11 月，在舆论压力之下，豫章
书院申请终止办学、注销办学资质。 相关
部门也核准了其申请并终止办学。 显然，
这样处理是最基本的底线，非常必要。

据知情人士透露，对于立案的态度，
家长与孩子截然相反，家长比较反感。 据
了解， 就读豫章书院的不少人家庭经济

条件都不错。 在家长看来，这些孩子平时
不好管教，如果不去豫章书院，没有其他
更好的去处。 可见，豫章书院对学生“龙
鞭”加身非法拘禁的发生，除了培训学校
法律意识不够的表层原因外， 更有 2 个
深层次原因。 一是学生家长奉行“棍棒之
下出孝子”错误教育观念；二是对于孩子
学习、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正规学校
教育缺乏针对性。 学校没有戒网瘾、解决
叛逆等问题的专门场所， 一些学校心理
健康中心、 素质教育培训课程作用极其
有限。 正规学校“差生”教育短板让“问题
学校”有可乘之机，一些打着“解决问题”
幌子的民办学校和矫正中心招摇撞骗粉
墨登场。

卡耐基曾说：“太阳能比风更快地脱
下你的大衣；仁厚、友善的方式比任何暴
力更容易改变别人的心意。 ”教育的目的
应该是教人立德修身， 而不是制造言听

计从的奴隶。 我们要携起手来，还孩子一
片碧海蓝天。

对“龙鞭”加身别止于“法办”，家长
别当体罚孩子的“帮凶”。 政府部门要对
“问题家长”进行教育引导，教他们做一
个合格的家长。 要让他们认识到，孩子不
是家长的附庸，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家长
一定要遵循现代教育规律， 不要捡起早
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棍棒教育”。

“龙鞭”加身折射“差生”教育短板
需补齐。 正规学校在进行知识、素质教
育的同时，应注重以“问题”为导向的

“精准教育”，对“差生”教育应有的放
矢。 同时，对社会力量举办的民办学校
和矫正中心应加强管理， 使其规范运
行。 特别要探索建立“差生”转化教育体
系，比如，对“差生”的帮扶，利用退休老
师资源，建立学生发展中心，点对点诊
断、关爱帮助，避免标签化。

最近，一段 4 分多钟的视频在浙江大学老师、学生的
朋友圈里悄悄流传，大家都被感动了，视频内容是 84 岁的
蒋克铸教授的最后一课。在网上流传的并不十分清晰的视
频中，整整 3 个小时的课堂上，膝盖不便、头发花白的蒋老
一直坚持站在讲台上，并一丝不苟地书写板书。

（12月 13日《钱江晚报》）
几年前，秦皇岛一位名叫杨春菊的小学女教师，因腰

椎间盘突出不能弯腰， 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时跪着讲课
的照片感动了无数公众，被赞为“中国好老师”。 之后，陆
续有教师因为身体原因而跪着讲课，一经媒体报道，就引
发网友的集体点赞。“跪着上课”感人至深，耄耋老教授
“站着上课”同样让人泪奔。

已经退休 20多年的蒋老原本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资深教授。 不过，他不愿意就此放下珍爱一生的教鞭，退休后
被反聘到竺可桢学院，继续上课至 2008年。 今年 10月份，蒋
克铸向学校提出，希望能够再度走上讲台，向学生分享他积
累了一生的宝贵知识。 为这一天的课，他足足准备了 2周。

蒋老年轻时练过体操和跳水，有一次在比赛中半月板
被撕裂，多年来膝盖行动不便。在讲课现场，大家 4次请他
坐下讲课，但他总是摆摆手，一直坚持站着讲了 3 个小时。
他认为站着上课是教师的基本素养，“只有站着上课才能
示范和演练。老师在写题和板书的时候，学生同时在动脑。
所谓‘教授’，‘教’时要‘授’，示范是最关键的，不然与网络
授课又有什么区别呢？ ”

“跪着上课”也好，“站着上课”也罢，虽然形式有差别，
但都传递了教育的精神。 正因如此， 才感动了无数公众。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传道”是师者最高境界，要
求老师言传身教， 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格品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能否用自己的言行举止与精
神气质去感化学生，实乃关键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老
师和蒋教授讲什么或许并不重要，他们身上发散出来的精
神气质，胜过任何言辞，将会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正所谓“言传不如身教”，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无
疑是最好的立德树人教育。 尤其是蒋老的最后一课，更能
让学子们在泪崩之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教育之道，至于“做
人”止也！

家长也要“持证上岗”？ 近日，成都市文
翁实验中学为学生家长定制了 “必修课”，
并为修完“读教育类书籍、参加学校活动、
进行亲子互动”等课程的家长颁发“家长合
格证书”。 此举引来热议，有人说学校的手
未免伸得太长，还管起了家庭教育的事儿。

笔者却以为，遇到这样一所有担当、有
爱心的好学校，是家长更是孩子的福气。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但要细问如何当好第一任老师，相信大多数家长都
是“凭着感觉走”，说不清其中门道。 相较于家长，学校对“教育”更
专业也更有经验， 在繁重教学任务之外， 他们主动为家长提供培
训，帮助家长掌握家庭教育的技巧，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善事。

不仅如此，家长的“岗位”培训，促成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
合作共赢。 孩子的成长，需要学校、家庭、社会齐心协力，三者之间
应该有明确责任和义务划分，才能做到遇事不推诿，行事不越权。
但大多数情况下， 家长对于自己应该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什么样
的角色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这就需要学校主动担起“岗前”培训的
责任，助力家长找准角色定位，和学校分工合作，让“家校共育”产
生“事半功倍”之效。

于家长而言，“持证上岗”更像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以往，我们
通过各种考试、评比来鉴定学生的表现，却没有一种途径来考察家
长的行为。现在，由学校为家长“打分”，为做得好的家长点赞，颁发
“合格证书”， 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对做得不好的家长及时批评指
正，鞭策他们提高认识，追求进步，何乐而不为？

当然，“家长教育”不是学校组织家长上几堂课、发一张证书就
够了，家长学什么，谁来教家长，如何评估“家长教育”的成效，都需
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和配套加以规范和支持，由是观之，培养专业且
优秀的家长，任重而道远。

主持人：杨雨晴

余娅怎么看

@读者刘剑飞 家长“持证上岗”不仅是在提升家长的教
育水平，也是在为孩子的家庭教育负责。在教育体系中，家庭
教育不可或缺，家庭教育很大程度上与家长的科学文化水平
有关，如果家长的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教育能力，势必会影响
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为家长补课，提升家长的教育水
平，使其与学校教育同频共振，相得益彰，这样才能形成一个
学校和家长相辅相成的教育体系， 孩子教育才不会出现盲
区，这无疑更加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值得推广和点赞。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第二高级中学陈攀峰 只要
从事国家规定的技术工种（职业），必须取得相应的职业资
格证书。 从法律层面来说， 学校和家长的法律地位是平等
的， 学校对家长显然没有执法权，“家长持证上岗” 于法无
据。另外，从现实层面来看，目前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爷爷奶
奶接送孩子成为学校一道“独特风景线”，由于年龄、精力、
知识等多种因素所限，让爷爷奶奶“持证上岗”实在有点强
人所难，可操作性不强。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汤功俊 杜威曾说，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的分离是教育中最大的“浪费”。 合格的家长必
须满足 4个条件：明责任、乐学习、会倾听、常陪伴。 而现实
反馈，很多家长由于各种原因，对孩子疏于管理，懈于沟通，
学生与家长渐渐地形成隔膜，出现各种问题。每培养好一个
合格家长就会少一个问题学生。 从一名“合法”的家长成长
为一名“合格”的家长，需要认真学习并付出艰苦的努力。因
此，让家长上好“人生第一课”至关重要。

@媒体人龙心 家庭教育的确重要， 笔者承认学校的出
发点是好的，但要考虑到不同父母在知识结构、学历层次、时
间精力等方面的差异。 据报道，该校地处城乡接合部，全校
1000多名学生家长，60%为外来务工人员，40%为当地失地农
民，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不到 3%，高中以上学历不到 10%。
如此强制性的要求岂不是为难了这帮家长？极有可能进一步
加大孩子之间的差距。 提升素养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此重形
式轻结果，恐怕最后会沦为虚有其表的形象工程。

家长也要“持证上岗”
新闻背景：近日，据多家媒体报道，成都市文翁实验中学启动“在参与中提升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课题研究，要求学生

家长“一学年至少读一本家庭教育类书籍，制订一份家规家训，至少交一本家长课堂笔记，至少参与一次学校教育教学活动，
至少有一次有效的亲子交流”。 完成必修课后，家长可以领到一张“家长合格证书”。 （12月 13日《中国青年报》）

招聘只看专业名

“问题学校”频出！“差生”教育短板需补齐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四川大学毕业生王芬（化名），因为所学专业“对
外汉语”同“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2 个专业于 2012
年在教育部新版本科专业目录中变更为“汉语国际教
育”，在教师招聘中遭遇挫折。 有关部门表示，针对王
芬等人在“应聘”中遭遇的烦恼，将进一步加大对本科
专业目录的宣传力度，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好的就业
环境。

王铎 /绘

家长“持证”
助力“家校共育”

八旬教授站着上课
是最好的教育

□ 胡欣红

以“鹰击长空———让硬汉品格陪伴孩子成长”为主题
的少儿空军小说《铁血战鹰队》系列新书分享会日前在京
举办。 该系列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八路的新作，该书填补
了我国空军题材儿童文学的市场空白，为原创儿童文学增
加了阳刚之气。 （12月 13日中国新闻网）

众所周知，当前的“男孩危机”十分严重，已成为一种国
际性现象。 男孩危机首先表现在学业上男生成绩全面溃退：
自从上世纪 90年代始，几乎在所有学科领域，女生的学业表
现均强于男生，就连一向被认为是男孩强项的数理化，女孩
的分数也在逐年赶超；其次，20多年来，男孩的体质呈逐年下
降的趋势；再次，“娘娘腔”的男生逐年增多，社会适应能力也
落后于女生。 因此，社会上出现了“拯救男孩”的口号。

造成“男孩危机”的原因有很多：社会上“伪娘成风”
“花样男孩”流行，家庭中的父亲角色的淡化或缺失，学校
的男教师比例太小，男性榜样稀少等。 为此，政府、教育机
关和社会有识之士已着手拯救这一危机： 开设“男子中
学”，倡导父亲多参与孩子的家庭教育和培养，加重招收
男教师的比例， 提倡学校多开展一些有益于男孩子性格
培养的活动等。 还有像新闻中的军旅作家呼吁儿童文学
增加阳刚之气，也是一个有益的倡议。

儿童文学的读者大多是儿童，它通过感人故事和富有
阳刚气的人物来影响孩子。问题是当今的儿童文学作品大
多是写与花花草草、猫猫狗狗为伴的“小我世界”，从文学
气质上看，作品阳刚之气不足，不少作品显得比较轻。

笔者回想起 10 年前一件小事： 某个春天的上午，10
岁的儿子和表哥从外面回家，向笔者哭诉着：在玩耍时，
他被毛毛虫蜇了一下，好痛。 笔者给他抹上碘酒，并告诉
他以后要小心，然后就让他把这件事写下来，他在文章结
尾也依笔者的说法写道：“要小心，不要随便惹毛毛虫之类
的毒虫。 ”他姨夫一看，说了句：“胆小鬼，一个男子汉还怕
什么小虫，没出息。 要我看应当写成：一只小小毛毛虫算
什么，以后我看到它就用木棍刺死它，以免它刺痛别的小
朋友。 ”当即，笔者拍手叫好，文章这样写，风格一下变得
大气、阳刚多了，而我们培养男孩子就应当这样！

总之，作家多写，家长多买，孩子多看充满阳刚之气
的儿童文学作品，给男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必能有助于
他们的健康成长，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儿童文学应多些阳刚之气

椒言辣评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 林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