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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 龙山县教育和体育局向
碧波 日渐盛行的陪考风， 在家
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

下，变得有点不堪重负。 无论高考还是中
考， 都只是检验学生学业成绩的参考，而
不是一考定终身的“定音锤”。我们应该淡
化和疏导家庭、学生的考试压力，让孩子
们拥有平常心，拥有独立自主的决断力和
辨识力，独立接受人生大考。

@ 读者左崇年 陪考假，对于父母来
说，不过是心理安慰；对于考生来说，是过
度的心理负担。 尤其是在面对高考、中考
这种原本压力就很大的考试时，家长越是

“草木皆兵”， 对考生造成的压力就越大。
家长过度的关心， 不仅起不到激励作用，
反而有可能影响孩子的正常发挥。

@ 会同县教育局林春 在孩子面临
高、中考时，企业为家长放假，是一种人性
化的管理，值得点赞。考试期间，家长陪在
孩子身边，能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关心孩
子吃得好不好，穿得合不合适，考试准备
是否充分，等等。 这些亲情能够给孩子更
多的信心，更能增强家长和孩子的感情。

@ 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家长要
不要陪考，应该征求子女的意见。 在备考
应考期间，家长有必要为孩子做好衣食住
行方面的安排，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考试环
境。但要不要陪考，还是让考生自己决定，
如果不需要，就尊重考生的意愿，这样考
生心态会更加平和，积极应对考试。

@ 武冈市职业中专黄启龙 每年高
考期间，尽管实行了交通管制，但考场所
在的学校周边仍然交通拥堵。倘若单位都
给考生家长放假，“陪考大军”自然会随之
壮大，交通压力会更大。 单位若真关心考
生，不如变“陪考假”为“考后安慰假”，在
考试结束后， 给考生的家长放几天假，让
他们带孩子去外面散散心， 调节一下心
情。

陪
考
假
，放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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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高考中考期间，山东
省青岛市一家企业的《关于
2018 年高、 中考升学陪护假
提醒的通知》 引发网友关注，
该通知称，为使员工在子女参
加高、中考期间能够安心照顾
子女， 对于有子女参加高、中
考的员工，可按实际考试天数
多一天的假期给予员工相应
的休假，用于员工提前一天休
假照顾子女。

（6月 1日 澎湃新闻）

最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一本《高中生公共安全教育读本》在社交网站上引起
争议。 该《读本》指出，心理学家认为女性在公共场所穿着暴露，乃至衣不蔽体，是对
男生的性骚扰。

提醒女生在公共场所注意着装本无可厚非，但女性穿什么，只要不违背公序良
俗，就不能成为被指责，甚至被认为是对男生性骚扰的理由。 在发生的女性被侵害案
件中，没有任何数据或者理论证明受害女性的穿着或者言辞与成为受害目标有必然
关系。 而教材面对广大学生，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和广泛影响力，在这方面需要更加
审慎。 勾犇

“穿着暴露”不是“性骚扰”

5 月初，一篇《逃离鹰爸》的文章，让鹰
爸何烈胜再次受到舆论的关注。 文章讲述
了两个学生因不满在鹰爸公学中受到的各
种残酷对待， 两次从公学逃跑又被再次送
回公学的故事。 随后，教育部门以“涉嫌未
经许可从事办学活动”，限令鹰爸公学停业
整改，学生被家长领回家。

（5月 30日《中国青年报》）
鹰爸公学不具备举办义务教育的资

质，不具备为学生提供全日制教育的资质，
而且存在建筑安全、消防安全等隐患，其办
学行为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是事实， 有关部
门要求其停业整顿是职责所在。

实际上，鹰爸公学一直饱受质疑，军事
化的管理和训练方式对于年幼的孩子太过
严苛，其推崇的“加速的人生”则违背了孩
子的身心发展规律。 何烈胜的儿子多多上
完小学四年级的课程后， 就启动了加速的
人生，9 岁时， 多多通过自考进入南京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按照鹰爸何烈胜的规划，多
多将在两年内毕业，同时拿到专科和本科学
位，然后攻读MBA，成为一名企业家。 在多
多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多少与童年有关
的美好和快乐。

而其他聚集在鹰爸身边，愿意支付每月
8000 元至 1 万元高昂学费的家长， 不仅是
鹰爸教育理念的信奉者、追随者，同时也是
践行者，他们同样期待自家的孩子也能像多
多一样得到改变，并实现人生的加速。所以，
鹰爸公学存在的背后，是一群迫切希望孩子
早日成才、早日成功的家长。 严厉而残酷的
体罚只是表面问题，更重要的则是孩子如何
成长的深层次问题。

几年前，笔者在工读学校调研时，就有
很多学生反映， 因为成绩差又比较调皮，个
别教师想方设法赶走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
只是行为习惯不佳， 并没有违法犯罪行为。
对家长们来说，如果不愿把孩子送往公办学

校，又有实力支撑学费，那么，鹰爸公学就会
成为一些家长的选择。鹰爸公学满足了部分
家长和孩子的教育需求，其军事化的管理和
训练， 让家长重燃了对孩子成长成才的希
望。

从这个角度来说，鹰爸公学之所以能存
在，也说明社会在对待“问题孩子”上做得还
不够好，不是努力用爱心、耐心去教育和引
导他们，而是采取了简单的回避态度。

类似鹰爸公学的存在其实是社会中非
主流教育理念， 以及一些教育问题的缩影。
取缔非法办学行为容易，难的是如何引导家
长在遵循成长规律的前提下为孩子作出科
学的教育选择。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正规学校
开心快乐地成长。 关停鹰爸公学这样的学
校，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如一位家长所担
忧的，“现在只能把孩子从公学接回家，孩子
就没有学上了。我们去普通公立学校是受排
挤的，也上不了学，我们现在能去哪呢？ ”

挖挖“鹰爸公学”的生存土壤
□ 杨三喜

近日，“中国胸痛大学在山东济南成
立”的消息引起舆论关注。 对此，教育部回
复记者采访时称，从未接到地方关于设置

“中国胸痛大学”的申请。 设立高等院校，
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使用规范的名
称。

（5月 29日《新京报》）
据悉，“中国胸痛大学”是中国医促会

胸痛分会成员自发组成的一个学术组织，
主要是致力于胸痛救治知识普及，普及对
象既包括医生护士这样的从业者，也包括
普通老百姓。 学术组织为何要冠名成“大
学”？ 应该是想制造一个噱头，吸引眼球，
以达到提高知名度的目的。 从目前情况
看，这一目的算是达成了。

但“中国胸痛大学”，恰恰刺中了时下
的大学校名之痛。 高校更名见怪不怪，有
人这样来形容：更名不可怕，就怕高校无
文化；或者讲，高校更名不可怕，就怕更名
无文化；还有人感慨：没有一“名”惊人的
大学，惟有实至“名”归的高校。“中国胸痛

大学”之所以可以无中生有，恐怕要从大
学更名的社会普遍现象中寻找答案。

“中国胸痛大学”提醒我们有必要对
民间组织“疗伤”。 眼下，形形色色的山寨
组织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社会组织擅长打
擦边球，取名要么类似于权力机构、权威
部门，要么效仿知名高校，意图通过“高大
上”的名字来为自己招徕人气或者增加机
构的含金量。 而背后，反映的恰恰是他们
的底气不足和不够专业。

“中国胸痛大学”，让我们胸闷心痛。
无论是对大学更名的担忧，还是对社会组
织的担心，都可以用“胸闷心痛”来加以形
容。 本来，大学与社会组织距离很远，甚至
是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是一个做学问的地
方、一所育才的摇篮，后者则承担着不同
的社会职能。 然而，“中国胸痛大学”的出
现，又让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并且暴露出
共性以及个性的毛病，而这些病症都是社
会之痛。 社会的“胸痛”需及时救治，才能
让社会肌体神清气爽。

临近高考， 闲置交易平台闲鱼发布了一份
“学霸笔记流动地图”。记者发现，江苏盛产高考
学霸笔记，其中南京金陵中学的“产量”位居全
国第四， 而南京大学是最盛产考研笔记的高校
……在过去一年，仅闲鱼就有累计超过 10 万本
学霸笔记流通。

（5月 24日《扬子晚报》）
对追捧“学霸笔记”一事，网友大多认为，此

举太过功利不说，笔记是个人学习的总结，对于
旁人来说，学习借鉴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有评
论说，“学霸笔记”背后是低俗的考试成功学、只
不过是状元迷信的遮羞布等。 笔者以为， 买卖

“学霸笔记”并非多么不堪的一件事，没必要上
纲上线。

就像高考前烧香拜佛一样，“学霸笔记”并
不会严重误导家长和学生。 究竟“学霸笔记”有
多大益处，相信大多数家长还是能正确衡量的。
又有谁真的相信， 阅读此笔记就一定能成为学
霸？

在以分数论成败的当下，“学霸笔记” 引发
一些家长和学生的购买兴趣，不足为怪。作为学
生，人人都想发挥最高水平，考出最好成绩。“学
霸笔记”犹如励志书，可以让学弟学妹们从中受
到鼓舞。

“学霸笔记” 中的学习方法并非人人都适
用，但参考价值肯定是有的。 某文科状元说，她
的笔记主要是记一些易错点，如数学的错题集，
语文中易混淆的字词等。某理科状元说，笔记本
上主要是一些知识点的延伸或者是自己做过的
一些好题目。 学霸们往往在学习方法等方面有
独特之处，其表达能力一般也差不了，通过笔记
交流起来更易让人接受。

所以，把“学霸笔记”奉为成功秘籍，不加舍
取，盲目效仿，肯定不行；而把“学霸笔记”一棍子
打死，说得一无是处，肯定也是不理性的做法。

近日，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的一篇毕业论文“脱颖而出”，之所以受瞩目，
并不是它有多优秀，而是致谢词里出现了一段
拍老师马屁的内容。“每思老师对我的恩情，如
山高如海深，我生当衔珠，死当结草，老师若
病，我当侍药；老师若崩，我当扶棺。 来世必作
牛作马作狗作猪， 以报答老师对我的浩荡之
恩。 ”

（6月 2日《新京报》）
毕业论文里这段精彩的“拍马屁”，让人不

免对学生溜须拍马的水平刮目相看。 其实，这
段“马屁文”并非其脑洞大开的独创，网络论坛
里十多年前就有了，该学生只不过“拿来主义”
了一回，将帖子里的“戏说”变成了现实中的
“真说”，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得不佩服该学
生的勇气。

毕业论文应该写得科学严谨，但致谢部分
的内容，则可以轻松活泼，幽默搞笑。 所以，当
学生的奇葩致谢词一出，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便回应称宽容心对待，对此算是
一个“官方认可”。

论文答辩是大学学业的最后一关，写完论
文，即将圆满结束大学生活，学生的喜悦之情
可想而知。 几年间，学生与老师从相识到相知、
相伴，结成了跨越年龄的深厚友谊，有的就像
家人一样。 借毕业论文的致谢，拍拍老师的马
屁，也算是对师恩的一种另类的、夸张的感谢。
宽容一些看，原来学生还是善于表演的“戏精”
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闻中的这位学生与他
的老师，特别是论文指导老师之间的关系相当
轻松和谐，要不然也不至于出现这一段精彩的
“马屁文”。

教育不能刻板，刻板的教育只会培养僵化
的人才；师生关系不能死板，死板的师生关系
只会让师生之间隔上厚厚的一堵墙。 不妨多一
些轻松愉悦的表达，让老师和学生走得更近。

“胸痛大学”让人胸闷心痛

□ 武冈市邓元泰镇中心小学 刘传斌

宽容看待
大学生“马屁文”

□ 钱桂林

□ 万钧客

没必要对“学霸笔记”
上纲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