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 5岁女孩欣妍， 是一个童装模特，入
行两年多。 现在，欣妍成了名副其实的带货女
王：她拍过的童装中，销量最高的一款卖了 12
万件。 平均一天拍摄 6 到 7 个小时，一个月收
入 3万多元。

（6月 24日《钱江晚报》）
五岁童模，月入三万，单看收入，足以秒杀

大部分的成年人。 但年纪如此小的孩子，能否
承受一天 6 到 7 个小时的繁重工作？ 过早成
名、生活在聚光灯下，会否让童模心态异化？童
模的优势本是孩子的纯真，但经过商业化的改
造，可爱成为一种表演、纯真变成了造作，是不
是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小小年纪就已经赚
了大钱，会否让孩子过早地追逐铜臭？ 这些问
题的答案，很难令人乐观。

也许童模的家长会说，小孩子参与演艺活
动，也得到了锻炼提高，顺带赚点钱，难道不是
件大好事吗？ 适度参与演艺活动，培养一些文
艺爱好，自然是有益的。但孩子是一张白纸，要
学的东西很多，追逐一时的“事业”，耽误了提
升学业的最佳时机，给孩子带来的损失将是不
可逆转的。

对于商家而言，在利益驱使之下，只会拼
命榨取童模的价值，顾不上对童模身心的呵护
和权益的尊重。然而，作为父母，总该有清醒的
认识，不能在社会浮躁的浪潮中随波逐流。 将
孩子过早带入成人世界、商业舞台，或许能满
足家长一时的虚荣心，让家长获得短期的物质
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很可能是一次压上孩子
前途的豪赌。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 1967 名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孩子的家
长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57.6%的受访家长今年暑假会让孩子去游学，21.8%的受
访家长不会。 70.0%的受访家长觉得有必要像别的家庭一样，让孩子多参加出国
游学项目。

随着暑假越来越近，游学市场不断升温。 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去游学可以增
长见识，得到锻炼，也有家长担心孩子“游而不学”，没什么收获。对此，有专家建
议，家长要对游学项目进行多方面的考察，了解收费情况、项目安排以及安全保
障等；国家也要对游学组织机构出台相应的标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监管。

石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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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 读者严兴才 考试的目的，
就是为了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情况。 数学是一门科学性较强、逻
辑思维缜密的学科，用英语答数学
题，更能检测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英
语功底，笔者认为，出题老师并不
是哗众取宠，而是突破了命题的固
有思维模式，考试所要达到的效果
和目的毋庸置疑，这种出题模式应
予肯定。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李
阳春 英语试卷考数学，在我看来至
少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是一卷

双考，大大扩充了一份试题的容量，在检测学
生数学学业水平的同时将英语掌握情况也真
实反映出来，可谓一箭双雕。 二是实现了以考
促学的目的。 以往，大家对英语学习的追求更
多地停留在考试中获得更高等级或更多分数
上，至于该学科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则少之又
少，如今用英语来阐释数学题干与题目，正是
英语应用的一个方面，倒逼英语学习回归到正
常的轨道，值得提倡。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平 英语
重要不假，但对我们始终是一门外语。 使用英
语试题考试数学，让母语优势不复存在，就是
英语水平很高的学生，要想跳过母语用英语准
确审题并用英语思维模式进行数学答题，也会
感到力不从心。 考试数学先得过英语审题关，
是对数学学科设置新的壁垒，等于是在扼杀孩
子学习的信心。

@ 读者童其君 英语作为一门强势语言，
尤其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其地位非常重
要。 因此从表面上来看，学好英语十分重要，
但是，有必要出全英文的数学试卷吗？ 就我国
现状来看，普通人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并不是需要人人都使用英语。 英文的数学试
卷并不比中文的专业，所以说，用英语出数学
题，实际上把英语地位拔得太高。 这只不过是
典型的文化不自信，博眼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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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第三中学的一份全英文数学试
题在网上火了。从卷面上看，题干
和题目全都是英文。 网友直呼受
到了惊吓： 这年头英语不好连数
学题都做不了啦！

（6月 22日《南国早报》）

游学不要“游而不学”

近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中国教
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
转。 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
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
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 拓展课程深度、
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和专业志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
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6月 22日 新华社）
相信在大多数过来人的记忆中，经历过

辛苦的高中生涯进入大学后，大多会松一口
气，滋生出“享受生活”的强烈欲望。 随着时
代的变迁，跨入大学就高忱无忧的岁月已经
一去不复返， 但囿于诸多因素， 一些学生

“混”大学的现象依然存在。
对于这种现象，有研究者认为只是一种

普遍存在的“分数膨胀”现象。 随着高等教育
从精英教育逐渐发展为大众教育，随着受教
育人数的增加和就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出现了“分数膨胀”。 数据显示，1966 年哈佛

大学只有 27%的学生获得 A， 到 1996 年，这
个数字增至 46%，同年，哈佛 82%的毕业生成
绩为荣誉毕业生。 引起分数通胀的最直接原
因，包括学生参与教师评估和教师降低课程
难度的投机行为等因素， 而更深次的原因，
则是高校降低了录取标准，同时，又为了提
高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降低了对学生的要
求。

老师放水，学生“快乐”学习，这样皆大
欢喜的“分数膨胀”难免让人为大学毕业生
的质量担忧。 当学生们抱怨一些大学课堂太
“水”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被“水”困扰和折
磨：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效果以及培养质
量在下降，成绩放水和要求放水的问题不时
存在。 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考完试去和老师
要分数，老师不认真讲课，考试打分时放水，
学生还认为这样的老师厚道，反而抱怨指责
那些认真、严格的老师……

课堂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 提升高等教
育质量需要学生回归常识、刻苦学习，但教

师回归本分、潜心教书育人，更是关键所在。
尽管“分数膨胀”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但它与“严进宽出”的传统大学培养模式，有
很大关系。 如果进了大学基本都能毕业，学
生就会觉得学不学习无所谓。 因此，应该建
立淘汰机制，通过“宽进严出”提高大学教育
质量。 历史上，严格的淘汰机制曾发挥过积
极作用。 比如，1928 年至 1937 年，清华大学
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 27.1%， 理学院最高淘
汰率达到 69.8%，工学院则为 67.5%。 著名物
理学家吴有训先生执掌清华物理系时，1932
级学生毕业时的淘汰率高达 82.8%。 这样高
的淘汰率，没有引起社会的混乱，反而培养
了一批杰出的学子。清华大学物理系 1929年
至 1938年间的学生， 就出了 21 位中国科学
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世易时移，今天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照搬
当年的淘汰机制，但在高等教育业已大众化
的新时期，通过“宽进严出”来切实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当属应有之义。

宽进严出 淘汰“混”大学的大学生
□ 胡欣红

为防止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操办
“升学宴”“谢师宴”，滋生隐形“四风”问
题，近日，临湘市纪委监委号召全市 200
余名有子女升学的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
人员签订了《拒绝违规操办或参与“升学
宴”“谢师宴”承诺书》。

（6月 28日 三湘风纪网）
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掌握着一

定的公权力，其违规举办“升学宴”“谢师
宴”，赴宴的往往除了孩子的个别亲友和
老师， 绝大部分是孩子父母在工作中管
理服务的对象， 收取管理服务对象的礼
金，很容易诱发廉政风险与腐败。 另外，
“升学宴”“谢师宴”还会给师生之间单纯
的情谊笼罩一层庸俗的阴影，不应提倡。

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纷纷出炉，“升
学宴”“谢师宴” 也再次成为社会热门话
题。 遏止违规“升学宴”“谢师宴”，要做好
预防工作。 纪检监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报
纸、网站、微信等宣传媒介速度快、接收
便捷、影响较大特点，重申禁止违规操办

和参与“升学宴”“谢师宴”的纪律要求，
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 政府部门要
全面排查摸底， 掌握单位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子女升学动态，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原则，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进
行集中廉政谈话， 提醒他们不触碰纪律
“红线”，筑起拒绝操办和参加违规“升学
宴”“谢师宴”的思想防线。

遏止违规“升学宴”“谢师宴”，尤其
要注重“疗效”。 纪检监察机关一要组织
力量深入餐饮场所，采取明察暗访、专项
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开展“升学宴”“谢
师宴” 监督检查。 二要公布监督举报电
话、电子邮箱、网站，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充分发挥举报作用。
三要就举报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规
“升学宴”“谢师宴”问题线索，对党员干
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相关违纪违规问题，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曝光一起，释
放强化执纪必严信号， 营造风清气正的
浓厚氛围。

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 2018 届毕业
生毕业典礼，祝贺 7178 名本科生、硕士生和博
士生圆满完成学业，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几年来，你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定格了精彩
的大学时光，展现了师大人奋发作为、崇德向善
的精神面貌。在你们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
的典型：化学化工学院周子毅勇救落水老人，当
选为 2018年“湖南好人”；美术学院路璐响应国
家号召，志愿到新疆阿克苏地区支教；法学院卓
越班 33位同学中有 15人光荣入党、16 人顺利
保研……你们用累累硕果镌刻了属于自己的青
春印记。

今天，你们从这里出发，插上梦想的翅膀，
将要飞向辽阔的未来。临行之际，我想以“从这
里出发”为题，对追梦路上的你们提三点希望：

从这里出发， 希望你们心向祖国胸怀天
下，积淀家国情怀。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
伸，师大初建于抗日烽火之中，家国情怀对师
大人来说，不仅是精神传承，更是生命自觉。家
国情怀不是空洞的说教或枯燥的理论，而是一
个个生动具体的情景，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历史
图像。 家国情怀体现在新时代青年的身上，就
是肩负使命，就是脚踏实地，就是勇于担当。

从这里出发， 希望你们知善致善饮水思
源，涵养道德情操。 道不坐论、德不空谈，内心
充盈，身体力行，生命才会有更多精彩和奇迹。
尽管在纷繁变化的现实中，人心容易变得浮动
难安，但是，只要同学们坚守内心的良知和正
义，追求灵魂的美好和真实，呵护精神的高尚
和纯净， 就有了一份简静从容和乐观豁达，就
有了一份笃定前行的力量。

从这里出发， 希望你们开阔视野精益求
精，永远追求卓越。在我们师大，有着众多数十
年如一日潜心岗位、成就非凡的好老师。今天，
你们当中也有一大批同学将要走上教师的工
作岗位，也有一大批同学今后可能并不从事教
师职业。但请大家一定牢牢记住“仁爱精勤”的
校训，这是师大人永恒的情怀与使命。

（摘选自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民在
2018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遏止违规升学宴重在查“疗效”
□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 湖南师范大学 李民

勿让“事业”毁掉学业
□ 段思平

毕业季·校长说

师大学子从这里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