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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平
扶危济困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学
生家长身患重病， 学校组织师生为其捐
款善莫大焉，体现了学校的大爱之心，这
样的爱心捐款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是
最好的美德教育。 但是对于不捐款学生
进行拍照并发至家长群则明显不妥，属
于道德绑架， 也会给学生和家长造成心
灵创伤。 献爱心绝不能强迫，这是学校必
须守住的底线。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李阳春
面对同学家长不幸患上重病的遭遇，在
捐款活动中采取一毛不拔事不关己的态
度，实为教育的失败。 此时，学校的适当
引导就显得相当必要， 只是拍照发群的
方式又陷入矫枉过正的误区。 作为多年
班主任，笔者认为，如果老师不将未捐款
学生拍照发群， 而是选择将已捐款者名

单发群的方式，可能更能激发学生、家长
见贤思齐，教育效果更好。

@ 邵阳市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笔者认为，这样的爱心捐款实为不妥。 因
为按照中央文明委要求， 开展“爱心捐
款”活动必须始终遵守“自觉自愿”的原
则，捐不捐、捐多少，都应由自己决定。 据
了解，全校 1300多名学生，其中 8 成为外
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大多数人并不富裕，
因此，该校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有
违“爱心捐款”的初衷。

@ 媒体人龙文 笔者认为捐款本身
不宜在未成年人中开展，因为学生本身没
有工作能力，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且
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更加没有自我
的判断能力，常常是老师组织捐款，他们
只会回家向父母求援， 不管愿不愿意，为
了孩子不受委屈，家长肯定就做了，那么

就变相地逼着家长捐了。
@ 读者樊耀文 一人有难大家帮，强

迫捐款不应当。 亵渎爱心非善举，不捐就
罚心受伤。 只有自发的爱心捐款，才能释
放出爱的真谛。 每个家庭情况不同，有的
同学囊中羞涩，实在无力奉献爱心，学校
此举不正是对他们的羞辱和践踏吗？不但
遭人诟病，更违反了《教育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相关部门应该严加惩处，不能让
这种闹剧再上演了。

@ 读者乔英杰 只因没捐款就被示
众，这显然是一种“病”，而且“病”得不轻，
得“治”。 慈善捐款历来讲究自愿原则，任
何带有强制色彩的强捐行为都不符合慈
善精神。尤其是对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没
有捐款的学生，就更应该多一份理解。 捐
款了是爱心与慈善，不捐款也是可以理解
的人之常情。

？没捐款就该被示众
新闻背景：近日，在广东茂名的一间民办小学，有一名学生家长不幸患了重病，师生们都纷纷给这名学生家长捐款。 然而

有学生家长反映，说老师强迫学生捐款，不捐款的学生还被拍照发到了家长群。 照片中，十名学生站在讲台上，有的低着头，两
手背在后面，有的不敢直视下面的同学，其中还有几名是女生。 有几位家长随即在微信群里对老师的做法提出了异议，但反倒
被老师教育了一番。 （1月 27日《央视新闻》）

中学增加“爱情课”
既需要也有必要

□ 王营

据报道， 南京市政协委员侯小东在今年市两会上
带了一份提案建议，提出要加强中学生的爱情观教育，
多增加一些爱情相关的课程。（1月 24日《现代快报》）

对于此项建议，有学生表示，“我觉得没有必要，现
在的高中生都比较早熟，有时候还会在一起讨论。 这种
课程放在初一、初二比较合适”。 也有家长表示：“古往
今来的文学作品里都有写到‘爱情’， 孩子会自己学
习。 ”还有人认为，爱情不需要教育，树大自然直，等孩
子到了一定年龄段，自然会知道爱情是怎么一回事。

要不要对中学生进行爱情观教育？ 大多数人都会
持否定态度，害怕这样做会导致学生早恋，影响学生学
习。 笔者并不赞同中学生早恋，但我们至少应当尊重孩
子的感情，大可不用避之如洪水猛兽，甚至武断地为其
贴上感情“不健康”的标签。 其实，爱情和亲情、友情一
样，都是世间最美好的感情，作为老师和家长，有责任
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而不是将其一棍子打死。 从这一
角度看，中学增加爱情课，不仅需要而且很有必要。

中学生早恋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课题，许
多国家对此采取的态度不是堵，而是疏。 美国人眼中并
没有“早恋”这个词，他们认为这是孩子之间的一种正
常交往，所以不需要进行阻止。 他们会把孩子往正确的
方向引导， 使其明确早恋的意义以及双方应该承担的
责任。

爱情并非无师自通，爱也是一门艺术，正如德国哲
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所言：“要认识到爱是
一门艺术， 正如生活是一门艺术。 人们要学会如何去
爱，就得像学习其它的艺术———如音乐、绘画、木工或
者医疗和工程一样去开展行动。 ”爱情教育就是引导孩
子理解和把握这门艺术，学会体验他人的感受，经营和
守护自己的情感，并且学会承受情感的挫折。 这样的体
验会让孩子的情感丰富而成熟， 让孩子的内心温柔而
坚强。

因此，学校对早恋现象、爱情话题没有必要遮遮掩
掩。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明智的做法是以此为教育
契机，通过开设“爱情教育”这类校本课程，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自己的情感变化，进而学会把握自己的情感，最
终引导学生走上幸福的爱情之路， 这是对学生现在负
责，也是对学生未来负责。

近日，一名大学生将湖南大学一
名 90 后帅气副教授监考时的照片发
在微信朋友圈后，迅速被转发，相关
话题也上了微博热搜榜榜首。 在“颜
值即正义”的时代，大学生动不动就
把“颜值”挂在嘴边，毫不讳言自己对
颜值的崇拜。

一说到“颜值崇拜”，有人就很忧
虑，认为过分重视颜值与勤奋的价值
观是相悖的， 觉得这样的大学生是
“误入歧途”。

如果是单纯地追求颜值，自然是
重表轻里。 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有谁
只看颜值？ 即便是“颜值即正义”的拥
趸者，恐怕也不会完全靠颜值做出涉
及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实际行动。“颜
值崇拜”于他们而言，或许只是用来
表达对容颜美的一种赞许或欣赏，而
非真的要拜倒在高颜值者的脚下。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颜值也
是青春的一种底色。 关注它、崇拜它
并非就是不勤奋、不自尊、不自信，尤
其是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这种颜
值崇拜表现得可能更为明显，甚至有
点“过分”。

从现实来看，有专家表示，随着
经济发展，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

来越大，雇主与雇员、雇员与雇员、雇
员与消费者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往
越来越频繁，容貌在这些交往中逐渐
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社会变化客观上
也给“颜值崇拜”提供了生存土壤。

另外，从一般社会交往的角度而
言，一个重视颜值外貌、讲究形象仪
表的人，既是一种自我欣赏，也是对
交往对象的尊重，不能简单以以貌取
人来批评之。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
时对自己的要求是：“面必净， 发必
理，衣必整”，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

问题的关键不是孤立地去评判
“颜值即正义”， 而在于要去审视，作
为当事人的青少年，是否还在内在素
质、修养等方面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或
付出了踏实的努力。 正如俞敏洪所
言：“我们不可能一直处于青春状态。
通常 30 岁之后就要靠实力说话了，
到了比拼耐力的时候，你就无法再依
赖颜值了”。

的确，容颜易老，内在品质才会
常驻己身。 在拼颜值的同时，请为自
己将来比拼耐力和才华储备能量。 否
则，到头来可能真的会沦落至“黑发
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可
悲窘境。

不必把“颜值崇拜”
视作洪水猛兽

□ 杨红星

学生们来到“魔法教室”，里面没有老师，大家可以
尽情地闯关。 听起来，这有点像玩“密室逃脱”的游戏，实
际上这是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一年级的一场期末考
试。 其实，如今不止小学低年段学生的期末考形式不断
创新，连小学高年段、初中学生的期末考也悄然“变脸”，
推出一些新颖有趣的考试形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考
中评”。 （1月 23日《厦门晚报》）

对于这种考试，官方的说法是“玩中学，考中评”，但
笔者更愿意把其称为“魔法考试”， 因为它实在是有魔
性。

俗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没有勤
奋苦学，要想取得一番成就确实有难度，但这并不意味
着学习就得是枯燥无味的，如果孩子过早地丧失了学习
兴趣和求知欲望，又怎能苛求他们学业有成呢？“魔法考
试”的成功，首先在于变革考试形式，击中了孩子们的兴
奋点，把枯燥的考试变得饶有趣味起来。

“魔法考试”的魔性，在于对科技手段的运用。先进教
学手段对于教学的促进作用无需赘言， 已经有许多电子
设备走进了课堂。在考试中引进这些设备，对于孩子们来
说，能够缓解考试紧张程度；对于老师来说，能够减轻教
学负担；对于考试管理来说，能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魔法考试”的魔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的综合性。 知
识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融合才更符合现实。 比如，“诗书
画”科的考试，除了考诗歌基础知识，学生还得按要求写
出本学期创作的一首诗歌，并为其配一幅简笔画。 这样
的考试能激发学生的潜力，调动他们的艺术细胞，也更
利于他们将来的发展、创造。

“魔法考试”的魔性，还在于理念的变化。 以知识闯
关为例，它注重知识的活学活用，不在细节上过分纠缠，
不对知识的掌握苛求，不以学究要求学生，这些才是最
重要的。

对于孩子们来说，让他们爱上学习，乐意到课堂中
去， 并且小心谨慎地保护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
这就是“魔法考试”给教育最大的启示。

每天早上 8 点， 程婷都会准
时上班，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刚
满 20 岁的程婷是贵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一名学
生，另外一个身份，则是浙江柏星
天悦酒店的员工。 和程婷一样，贵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分院共
有 130 名学生拥有 “双重身份”，
既是学生，又是企业员工。 他们正
在和学校、 企业一起探索新的职
业教育培养之路———“现代学徒
制”。

（1月 22日《中国青年报》）
“现代学徒制” 最鲜明的特

色， 是通过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
作，教师与师傅的携手传授，共同
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弥补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缺陷，
培养应用型人才， 适应从制造大
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人才需求。

“现代学徒制”在调动校企两
个积极性方面作了一些有益探
索，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绩，理当
肯定并发扬光大。 不过， 笔者认
为， 另外一个问题是，“现代学徒
制” 也要别忘消除学生家长“担
心”。

当下，一些学生家长对“现代
学徒制”的“担心”主要是：“现代学徒制”会把
孩子培养成为企业“做工的”， 在社会上被人

“瞧不起”； 家长希望孩子学习更多文化知识，
多接受学校教育，而非到企业锻炼，培养实践
能力，到时候“书没读多少、做工也不行”；参与

“现代学徒制” 的学生可能会沦为企业的廉价
劳动力。

“现代学徒制”如何消除学生家长“担心”？
一要正视社会层面的影响。政府部门要进

行改革，化解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二元
对立关系，别让职校生受到种种冷遇。 社会人
才评价体系既要重视研究型人才，也要重视技
能型人才，并在现实层面为技能型人才开辟广
阔的职业上升空间，让其能看到美好的未来。

二要进行多部门合作。“现代学徒制”单是
教育部门挑头还不够，别让“现代学徒制”成企
业和学校孤军奋战，企业培养成本巨大，学校
与企业合作多凭借私人关系，“深度融合不
够”，结果让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中用”。

三要让学生家长尝到“甜头”。 比如，企业
依规发放学生劳动工资；通过“招生即招工、入
校即入厂、校企联合培养”的模式，培养学生一
技之长；另外，如果真能像某知名企业董事长
所言，给本科生 2000月薪，给中专毕业的技工
8000月薪，让蓝领也能赚大钱，那就更好了。

“魔法考试”的
魔性在哪里？

□ 关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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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要到了，就
在许多家长忙着给
孩子挑选语、 数、外
等补习班的时候，一
些孩子却“想报一个
手游学习班”。 近日，
一张 “手游 ”寒假课
程表走红网络，与传
统课表内容不同的
是，这张表格中的课
程名称只有玩过手
机游戏 “吃鸡 ”的人

才能看得懂：上午 10 点半到下午 1 点半“操作设置+地图资源分析”,第二天是
“压枪教学+训练”和“实战演习”。

孩子爱打游戏令许多家长头疼，在互联网技术无处不在的今天，棒打“手
游”不如立规。 如果通过游戏的形式，让孩子在爱好中学习编程技能，培养逻辑
思维能力和探索意识，这样的创新我们不妨一试。 樊畅 /文 石向阳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