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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校长说

授权“小班长”打人扭曲童真
□ 胡印斌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安徽省合肥市瑶海
区某幼儿园“小班长”在班主任“授权”下，用
棍子多次抽打课间不听话同学一事。 监控视
频显示，事件发生在 6 月 13 日，在 40 分钟
时间里先后有至少 15 名小朋友被打。 6 月
19 日，瑶海区教育体育局学前办相关负责人
回应称，情况属实，目前已责令幼儿园负责
人向家长道歉，涉事教师已停职反省。 此外，
安排心理咨询师对被打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6 月 25 日《光明日报》）
步子都走不稳当、 晃晃悠悠的“小班
长”，居然拎着一根棍子，挨个敲打那些“不
听话”的小朋友。 这样的场景，不只令场外的
成年人印象深刻，想必也会让那些坐在教室
里的小朋友刻骨铭心。 而诸如“听话”“乖巧”
等暗示，也会伴随着暴力的驱使沉淀为小朋
友的意识与行为。 这样的教育，不能不让人
深思。
幼儿园的小朋友，正处于童真未泯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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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大学 周益春

沌时期，这个年龄段的特点，恰恰是爱说爱
动。 世界在他们面前刚刚展开画卷，各种不
确定性不期而至， 孩子们需要有一个观察、
消化、接收乃至形成认识的过程。 这期间，当
然需要引导，需要有人帮助孩子们融入到这
个世界中去，这也是“社会化”的必要过程，
不可跨越。 而教育，就是引导孩子融入社会
的主要方式与路径。
但无论如何引导，都应遵循一个基本前
提，那就是以幼儿为本位。 来自外部世界的
教育或规训，必须建立在与幼儿的良性沟通
之上，要从幼儿的天性出发，引导他们逐渐
适应并接受外部的约束与规范。 需要指出的
是，这些规范确实是必需的，但规范的渗透、
传递过程也必须是柔性的、平等的。
在这个问题上， 任何希望一蹴而就的简
单粗暴做法，都不可取。 像合肥这家幼儿园，
老师试图通过授权“小班长”打人，让幼儿“
不
乱说乱动”，可由此传导给孩子们的，并非春

风化雨的柔性教育，而是强权之下的屈从。
动辄就打的教育思维，令人失望，也必
然后患无穷。 身为教师，却纵容、指使孩子去
打孩子，既是教育的失败，也必将面临着“多
输”的格局。 被打的孩子当然会受到伤害，需
要心理疏导，而对于打人的孩子而言，当然
也不是什么好事。 当“
小班长”挥舞着棍子可
以“合法”抽打每一个同学的时候，我们应该
能够感觉到孩子心中的某些戾气以及“当官
使权”的优越感的集中释放。 此类“学生官”
的思想与观念，同样被扭曲、侵蚀，只是很多
时候，这种“恶”对于部分学生与老师并不自
知而已。
事实上，诸如此类“小班长”抽打同学的
现象，在很多地方、很多教育阶段都有体现。
一些教师将培养“代理人”作为减轻自己教
学负担的捷径，殊不知，一旦埋下了恶的种
子，最终损害的是教育的根基，是孩子们的
天性，是成人社会的理性与秩序。

给“
问题校服”去问题

根据学校“
开门办学、推门听
课”的“
家长督学”政策，武汉市第
六十四中学每位学生的家长至少
每月会到学校听一次课， 少则一
节，多则一天。他们和学生一起上
课、用餐，和老师讨论教学进展，
成为学校的“
特殊学生”。
（6 月 18 日《长江日报》）

@ 读者彭宇 家长走进学校随
堂听课、和学生一起用餐、和老师交
流， 深入观察孩子的生活与学习情
况，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给予学校
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 督促
学校及时改进工作。 比如，家长通过
听课， 可以了解学校课堂教学存在
哪些不足；与教师谈心，更能理解支
持老师的工作。
@ 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
家长督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监视学
生和老师，而是为了让家长体验学校的教学和
学习环境，从而提升家长的认知水平，加强家
长和学校之间的沟通，以便更好地辅导和教育
孩子。 学校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家长
督学”，为他们来校听课提供条件，让家长成为
学校教育有力的参与者，成为学校管理的坚强
后盾。
@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中学贺海平 这种
轮流式、任务式的督学听课，对提高教师的教
学水平并没多大帮助。 家长即使有高学历，若
未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也很难对教师的课堂行
为进行准确评判。 相反，抓公差式的随堂听，
让家长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师身上，很容易将学
生成绩的优劣皆归咎教师。
@ 读者张全林 教育具有专业性和严肃
性，不是任何人都能“
督”到点子上的。 这就需
要有一个遴选机制，把具备相关专业素养，且
有责任感、有奉献精神、有时间的家长聘请为
“
家长督学”，尤其要避免搞“
轮流坐庄，人人有
份”的形式主义。 如果掌握不好督学的“度”，
在具体操作中过频过滥，就可能把家校合作的
好经念歪，对教学秩序造成干扰。
@ 读者陈攀峰 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
教师只能起到启发、点拨的外力作用，外力最
终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所以说，“
家长督学”的
本质依然是在外因上下功夫，要想引发孩子的
内在变化、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管理的
改进，还要学生、教师、学校自身有所触动，对
家长督学”足够重视，对家长提出的问题立行
“
立改。

做有家国情怀
的新时代奋斗者

“作为学校标志、涵养校园文化、播洒平等精神的校服，本该是青春、活力的
象征。 但遗憾的是，却总有人将黑手伸向校服，让其变了色”。 据媒体报道，湖北
一家公司在销售校服过程中，大肆送回扣，涉及 150 余所中小学校。
治理校服腐败，必须公开校服采购的全过程，通过制度整体设计等全面规
范校服的采购、生产、销售、使用。 一方面，要尽快出台校服生产的行业标准，制
定行业准入制度，以及校服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从严把关，确保每一件校服质量
都有严格保障。 另一方面，建立完善校服采购的公开竞标程序，以及多方参与的
校服监管机制。 校服关系到每一位学生的利益，必须扎紧制度的笼子、提高校服
产业的透明度、严格保障校服的质量。
梁好

办“神童班”是玄幻小说读多了
□ 周东飞
6 月 20 日， 一名网友在微博上爆料
称， 长沙市某小区里举办的一个针对孩
子的培训班， 收费居然高达 12 天 20 万
元，如果只上 4 天课，则要缴纳近 4 万元
的学费。 宣传该课程的人告诉记者，“上
过全阶段课的孩子可以鼻子认字， 手指
摸字，耳朵听字……”
（6 月 22 日《潇湘晨报》）
要我说，什么鼻子认字、手指摸字、
耳朵听字，一点都不新鲜。 比这些更玄
幻的魔术，我们大家见过太多。 如果你
老老实实承认这是一个魔术培训班，把
天价的收费标准降低到正常人能够接
受的水平，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送孩子
去学习一下的。 但是，如果你把这种雕
虫小技硬要夸大成“神迹”，并以此来证
明自己的能耐，那就不要怪别人非得去
举报你。
我觉得也不是要举报别的， 除了办
班的合法合规性之外， 有关部门应当尽
可能地验证一下， 这些号称能教会孩子
鼻子认字的“神童班”创始人，是不是玄

幻小说读多了， 以至于到了分不清楚现
实与虚构的地步。 倒退回去 100 年，用这
种招数骗人，估计是有人相信的。 因为，
那个时代普通人都还比较蒙昧，“天狗吃
月亮” 都能够引发恐慌。 今天还用这一
招，那你肯定是穿越了，从古代穿越到了
21 世纪。
现在的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确实充
满了焦虑。 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
不落于人后，能够轻轻松松考上 985、211
那自然是极好的。 但物极必反，谁都不是
傻子。 家长们虽然充满焦虑，但还远远没
有到神魂颠倒的程度，基本的判断力都还
存在。 一个办班的人把别人的智商踩在脚
下的时候，别人当然要毫不妥协地举报你
涉嫌欺诈。 这时候就不要玩弄什么“别人
都不懂，唯独我高明”的说辞了，要承认自
己的玄幻营销很失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家长们这一次
干得漂亮。 学习是一件久久为功的事情，
不要指望十天半个月就能培养出一个超
级神童来。

又到这个时节，还是这个地方。 你在台下
话别，我在台上送别。毕业是个动词，意味着离
别的转身；毕业是个名词，象征着转变的身份；
毕业是个形容词，代表着六月的心情；而此刻，
毕业更是一个感叹词——
—祝你们毕业快乐！
同学们， 告诉你们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毕业典礼校长讲话是有套路的， 回忆是必须
的。每天清晨五点多，跑到图书馆排队占座；熬
到半夜不睡觉，谈天谈地谈人生；周末花上五
块钱，在俱乐部看两场电影……这些难忘的情
景，你们还记得吗？
不管你们记不记得，回忆就在这里，不多不
少。 今天，我站在这里，又一次跟大家确认了眼
神，你们是永远的湘大姑娘、永远的湘大小伙。
一代伟人、湘潭大学倡办者毛泽东主席说
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
是你们的。毕业之际，饯行的酒没有，离别的话
还是有那么几句：
终点亦是新起点，重整行装再出发。 毕业
之后，你们将走上新的舞台、拥有新的角色、进
入新的环境，虽然不用再为作业、考试、论文烦
恼了，但是会面临职场的竞争、创业的艰辛、买
房的压力，甚至还会有被催婚的无奈，等等。需
要考虑的问题会更多，需要处理的关系会更复
杂。 不过，终点亦是新起点，办法总比困难多。
希望同学们调整好心态，整理好心情，带着在
湘大学到的知识、掌握的本领，自信地、勇敢地
走向人生新征程。
青春遇上新时代，建功立业莫等闲。 生在
一个伟大的时代， 能成为新时代的同行者、见
证者，是十分幸运的。当然，刚刚踏入社会的你
们，可能还做不成惊天大事，但只要有目标、有
行动，咬定青山不放松，撸起袖子加油干，就一
定能实现更好的自我。
湘大不只是湘大人的湘大，更是国家和社
会的湘大。希望同学们多一些对国家、民族、社
会的大爱，少一点对物质、名利的小爱，不断升
华自己的人生理想，做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奋
斗者。（摘选自湘潭大学校长周益春在 2018 届
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外婆”和“姥姥”
何必势不两立
□ 苑广阔
近日，有网友称，上海市的小学二年级语
文课文《打碗碗花》，原文中的“外婆”全部改
成了“
姥姥”。 为何要改动？ 有网友找出去年上
海市教委的答复：“姥姥” 是普通话语词汇，
（6 月 21 日 中国网）
“外婆”属方言。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
外婆”变成“
姥姥”，引
发了网友的强烈关注，
“
姥姥”和
“
外婆”本来指的
是同一个人，怎么变得势不两立起来，听来确实
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还隐隐透着一丝荒唐。
即便“姥姥”是普通话，“外婆”是方言，难
道方言就不能进入小学语文教材了吗？ 难道
就不应该尊重作者的语言习惯， 不该尊重作
者在文中所描述的地域特色吗？
上海市教委在公开答复中称， 希望借助
这样的改动， 引导学生了解祖国语言的多样
性，进一步开拓视野，增长见识。 那么把“外
婆”改为“姥姥”，和他们宣称的目的就互相矛
盾了。 实现引导学生了解祖国语言多样性的
目的， 完全可以通过在课文后进行注释的方
式，让学生们知道有些地方是把“外婆”称为
“姥姥”的，而不是强行要求“外婆”给“姥姥”
让位。
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越来越重视对中小
学生的乡土文化教育，纷纷编写了具有浓郁地
方特色的乡土文化教材，而方言俚语，正是乡
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打开各地传
统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推广普通话不需要也
不应该屏蔽方言俚语，就像“姥姥”和“外婆”，
完全可以和谐共存，而不用势不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