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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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学对早晚自习没有硬
性要求，于是很多大学生的早晚时间被挪作他用，日复一日，便放
松了对学习的要求，混文凭成为一些人读大学的目标，自由散漫
恶习由此形成。 湖南大学明确要求大学生按时参加早晚自习，就
是要与自由散漫决裂，告别混文凭人生。 这样的校规是对大学生
人生真正负责，不是矫枉过正，而是拨乱反正，是大学教育的理性
回归，我们应该为此点赞。

龙山县教育和体育局向碧波 大学是培养具有学术气质、创
新思维人才的象牙塔，强制大学生早晚自习，对于即将步入职场
的他们，无异于“包办”式教育。 纵观世界一流没有“围墙”的大学，
都倡导文化底蕴对于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不妨改进和完善
现有的“积分制”“时限制”培养模式，让学生自加压力、自有动力，
在与社会充分衔接、融合的氛围下，实现高端教育的“宽进严出”，
使每个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毕业即能就业，就业即能兴业。

读者樊耀文 大学生上早晚自习没有什么不好。 温故而知新，
课堂上学的东西不一定能全面掌握， 而早晚自习能巩固所学知
识。 另外，人们除了在课堂学习到知识以外，很大一部分是靠自学
学来的，而上早晚自习，正是学生们自学的最佳时机。

浙江省淳安县睿达实验学校刘云海 大学生的课外时间应当
有相对的自由，在白天完成应有学业的前提下，晚上应当有更多
自主安排的时间，大学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勤工俭学、在电脑上
创作写稿、到图书馆查资料、联系创业事宜，等等。 如果强制上晚
自习，无疑将扼杀大学生的个性特长，影响大学生的未来发展。

读者童其君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曾说： 美国的大学生
是最苦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
了。 他们放松的 4 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 4 年，积蓄人生
能量的黄金 4 年。 所以，美国的高科技人才一直是世界上最多的。
为此，有人非常感慨地说，到了哈佛，你才知道真正的精英并不是
天才，都是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人。 所以，笔者认为，是该强制上自
习的时候了。

读者乔英杰 笔者以为，除非遇有特殊或紧急状况，否则任何
“强制”措施都不会是最好的管理。 大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大多已经
成年，但在心理上还远未成熟，他们思想活跃有主见，喜欢追求更
加丰富与自由的校园生活。 所以，先不要说校方对自己所采取的
措施有无精力和人员去管理，仅就这一不容置疑的强硬口气便极
易引发大学生们的抵触情绪，效果自然不会好。

大学生还要上自习？
近日，湖南大学学工部发布一则学风建设通知引发学生热议。 通知中要求学生要上早晚自习，上课上交手机，在寝室晚 9点

前都必须学习……对此，有人拍手叫好，也有学生表示有重返高中的感觉，质疑其矫枉过正。
（4 月 2 日 新浪新闻）

杭州萧山一位网友在微博爆料称： 萧山某实验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让家长批
改作业，班主任自己天天忙着在朋友圈做微商，根本无心教学，这让不少家长心
里不悦。

教师做微商，影响“不微”。 查处教师从事微商或其他有偿活动，要以猛药去
疴、重典治乱的决心，用“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杜绝，还教育一片净土。 周旭方

教师做微商 影响“不微”

日前，陕西省咸阳市启迪中学被指违规
组织小升初考试。 媒体报道后，秦都区教育
局对该校进行了通报批评，责令其向区局做
出深刻检查，对违规组织招生考试情况立即
进行整改，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今年 2 月，教育部专门发文，严禁自行
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严禁提
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 正如当地教
育局在针对此事的《情况说明》中所言，启迪
中学提前举行大规模小升初考试的做法，明
显属于违规行为。

明知违规行为可能会招致处罚，校方为
何还要铤而走险？ 答案其实就在咸阳这所中
学负责人的发言中：“满口土话”的家长和孩
子没有资格入校。

说到底，这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歧视。撇开
这位负责人的道德和情绪因素不谈， 将说何
种话与人的素质、身份、地位直接挂钩，充分
证明其偏见与狭隘，往深了说，就是阶层的概
念已经深入其骨髓。该校的“子弟”和“素质较
高”的孩子，与“满口土话，就只剩下指天骂
人”的家长，被人工划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类
群体。前者应该得到良好的教育环境，后者则
应该被自然淘汰，是其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
这无疑是对教育的一种异化和扭曲。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点评，“教育的目的
不就是改变这些吗？ ”确实，教育的社会功能
之一，本就是弥合社会阶层分化。 教育公平
为天下学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竞技的平台。 在
身份、地位、财富等因素统统被屏蔽后，年轻
人的教育晋升通道才谈得上透明、 平等、公
正。

时至今日，教育公平已经提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 《义务教育法》 里明明白白地写
着，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的权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
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 成就人生梦想。
在 4 月 2 日召开的全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
学工作会上， 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强调，规
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直接关系教育
公平。 大力发展农村地区教育、教育资源向
农村偏远地区倾斜等诸多政策的出台，充分
证明国家对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视和投入。

从这个意义上讲， 该校负责人的言论，
不仅暴露了其教育理念的陈腐、狭隘、偏见，
也说明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缺乏起码的
责任感与大局观。 也许，最需要受到教育的，
正是他自己。

□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繁重的课后作业、 上不完的辅导班
……这是城里娃的常态。 相较之下，农村
娃的课后生活更简单： 帮家长煮饭洗碗
做家务，或三五成群一起玩耍。 坐落在云
南省抚仙湖北岸的吉花小学， 是一所坝
区半寄宿制农村小学，有 355 名在校生。
吉花小学校长孙文娇说：“对农村孩子来
说，减负后几乎没有什么课外负担，要想
确保孩子学业水平不下降， 学校必须主
动‘增负’。 而开齐各门课程、开足课时，
就是最好的减负。 ”

（4 月 4 日《人民日报》）
相比城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农村中小学生课业“无负可减”，背后其实
折射的是农村中小学校师资薄弱困境。

比如，吉花小学校长孙文娇说，在西
部农村偏远地区， 特别是规模较小的村
小，不少老师同时任教多个科目。 想要开
齐音体美课、配齐专业老师并不容易，而
且老师的专业素质也不高。 也有基层教
育工作者说，部分学校为了排课方便，简
化程序， 甚至存在由两位老师主要负责
一个班全部教学的“包班制”情况。 数学
课是体育老师教的虽然夸张了点， 但体
育课是数学老师教的可挺普遍。

出现这种现状， 主要是农村中小学
校生活条件艰苦，教育教学工作繁重，待
遇低，不少年轻教师想办法往城里调；新
增农村教师数量少，退休教师数量多；教
育主管部门专业教师招聘少， 农村中小
学校体育、音乐、美术等学科教师严重不
足。

破解“无负可减”折射出的农村中小
学校师资薄弱困境，还需按照《教师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要求，做
好顶层设计。

一方面要解决农村中小学校教师不
足问题。 比如，要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畅
通农村教师晋级通道， 改善教师办公环
境。 要定向培养农村教师，毕业后统一分
配到农村学校任教， 不用再四处奔波找
工作。 要本土化培养农村教师，面向本地
学生招生，毕业后哪里来回哪里去，有些
教师就在家门口工作， 便于照顾父母家
庭，安心从教。

另一方面要解决农村中小学校教学
质量不高问题。 要对现有教师进行在职
全员培训，注重师德、师能培训，实施“互
联网 + 教师教育”创新行动，开展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培训教育，提升教师水平。

很多网友用“又害死一个”来形容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生陶崇园的自杀，因为前不久，西安交通大学博
士生杨宝德也是受困于与导师的关系而自杀。 类似
的案例还有好几起。 很明显，自杀虽然是极端事件，
但是，有相当多的研究生正受到与导师关系的困扰。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 王某让小陶为自己提
供“叫醒”服务。如今，任何一款智能手机都有这样的
功能，让自己的学生喊自己起床，更多是为了体现权
力的仪式感。 看起来，杨宝德和陶崇园的导师，都对
自己的学生发展出某种隐秘的情感。这不是爱情，而
是某种超量的控制欲。 人们都痛惜于这两位男学生
的“不敢反抗”，事实上，被导师“控制”是一种相当普
遍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中国的校园，只有到了“研究生与导师”这个
阶段，才算发展出了真正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导师
是一对一的、长达两到四年的独特关系。导师需要传
给学生知识，更要给他方法，更重要的是，导师要负
责指导学生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 大多数高校都是
导师一票否决，论文必须先过导师这一关，才能进入
后面的评审环节，如果导师不同意，一个研究生就不
能毕业。

这就是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本质， 除了人们常
说的师生感情，这里也有一种权力关系。处在权力关
系中的导师，会不自觉地强化自己的权威。在中国的
大学，一个能带研究生的教授，多半也会承担一些科
研项目，导师就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 正派的老师，
会给学生一点补助，在论文上署上学生的名字；自私
一点的老师，免费驱使学生，也不是不可能。

首先是权力关系，然后又是经济关系，最终形成
一套控制体系。学生和导师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不
一定必然导致悲剧。悲剧通常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一
旦学生碰到的是“图谋不轨”或心理不健康的导师，
高校并没有一种让学生逃脱的机制。 学生不能换导
师，也没办法制约导师。

要重塑师生关系， 当然需要导师普遍懂得 “节
制”，需要学生更加“勇敢”，更重要的是，高校应该设
计出一套“逃生通道”。比如，给每个学生一次更改导
师的机会；或者以类似“教授委员会”，而不是导师单
独决定学生的论文是否能够参加答辩。

阶层思维终将
损害教育公平

□ 李勤余

重塑师生关系
需要“逃生通道”

□ 张丰

西湖大学
剑指世界一流高校

□ 佚名

“无负可减”折射农村学校师资薄弱困境

西湖大学终于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
西湖大学的前身是西湖高等研究院，由清华大

学副校长施一公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教
授、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教授等著名科
学家发起筹建，并得到多名著名企业家的捐助。

西湖大学将借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规模和
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在学生培养、师资聘任、学
术研究、技术转化与企业合作等多方面对标国际规
范，探索行政服务于学术。

上一次高校进行如此大刀阔斧式创新改革，还
是八年前的南方科技大学。 只不过，南方科技大学
是公办大学，而西湖大学是私立大学。 西湖大学堪
称是探索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试验田”。

我国顶尖高水平的大学都是公办的，而在美国，
公办高校主要承担教育公平的责任， 处在世界科研
前沿的国外名校，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很多是
民办高校，其经费来源主要来自社会。 这些高校办学
模式更加灵活，是欧美社会重大科技创新的源头。

而众所周知，中国的民办大学在发展了 20 多年
之后，仍没有打破“玻璃天花板”，民办大学在很多
时候还是二三流学校的代名词，无论是生源质量，还
是教学水平、科研水平，都不能与公办高校相比。 中
国民办高校“发育不良”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
严格的行政限制，民办高校在学术职称、政府项目基
金、规模、学科设置等方面都不能与公办高校进行公
平竞争。

而西湖大学作为民办研究型高校，剑指世界一
流，对标的就是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 其因
为得到中国一流科学家的背书，以及天团级企业家
的捐助，被期以厚望，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西湖大学的出生，将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公办
与民办“两条腿走路”的良性局面，推动我国教育体
制和科技体制的深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