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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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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提倡教育要走出
“半个人”的世界，也就是教育要将“理工”与“人文”
结合，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人。 现实中，“重理轻文”
的格局依然没有大的突破，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最需
着力发展的青少年阶段出现了学校教育缺位。

（10月 30日《光明日报》）
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 中学生最应该均衡发

展，既注重人文素养，也注重科学素养。 但“重理轻
文”的观念在中学教育中仍有市场，这与社会大环
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理工
类专业领域内部出现细分，诸如互联网、大数据等
岗位出现很多就业缺口， 这部分岗位门槛很高，相
对于一般文科专业，薪资更高。 换言之，“重理轻文”
的观念自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

更重要的是，相关方面未能将人文素养科学合
理地纳入人才选拔的标准中。 这固然由于人文素养
是一个不好量化的指标，但学校并不能因此而放弃
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现实中，中学教育往往围绕中、高考转，学校在
人文素养培养方面的确存在短板。 譬如，在进行课
程规划时，未能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预留相应
时间———仅应对相关课程考试，就已吃力，很难想
象在繁忙的学业中和激烈竞争中，他们能够抽出时
间去听哲学、文学、历史等课程。

“重理轻文”所导致的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绝非
危言耸听。 2018年，有媒体曾针对 1969名大学生进
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的受访大学生希望学
校强化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 但是，人文素养的
提升绝非一日之功，人文素养的欠缺也不是一时积
弊。 高校人文素养培养的迟滞性，某种程度上也是
中学阶段忽视人文教育的惯性使然。 而人文素养的
提升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从中学阶段抓起。

我们要从思想观念上将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并重，从教学理念上认识到人文素养缺失的严重后
果；在顶层设计上完善中学课程设置，为学生修习
人文学科预留充分时间； 从就业层面完善就业渠
道，创造就业机会，以更多高薪岗位促进“重理轻
文”这一思想观念的更新迭代。 唯有如此，才能将

“理工”与“人文”结合，走出“半个人”的世界。

□ 韩中锋

重理轻文的教育
只能培养“半个人”

你家孩子的书包有多重，你帮他背了吗？《天府早报》记者近日就这一问题
随机采访了 10余位小学生家长，得到的答复都是“太重了！ ”对此，有专业人士
表示：“小学生还处于发育阶段，书包过重会对孩子骨骼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建
议父母给孩子购买更轻便的书包，及时为孩子清理出一些不必要的物品，尽量
将一些不常用的教材放到学校。 ”

王铎

椒言辣评

@福建读者童其君 “双十一”
零点秒杀就要开始， 往年各高校也
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提醒学生不要过
度消费，不要随波逐流，但总体来说
只有提醒而缺乏简单易行的办法。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湘潭大学
规定零点正式断网， 通过断网引导

学生理性消费，也督促学生养成不熬夜的好
习惯，学校的良苦用心应该予以肯定。

@ 四川读者许兵 高校学生多数已经年
满 18 岁，是成年人了，能买什么、买多少，应
该有自己的计划。学校采取断网的方法，强行
干预学生的消费行为， 虽然出于好意却很难
让学生领情，甚至有可能让学生反感。网上买
不了，学生一样会到其他地方抢购。 其实，学
校正确的做法是回应学生诉求、 加大教育力
度，慢慢帮助他们养成健康的消费习惯。

@ 北京读者乔英杰“双十一”购物狂欢
是“剁手族”们的节日，零点断网是学校的既
定管理规则。 如果为了满足大学生的“剁手”
愿望， 便轻易打破学校的既定管理规则，这
显然有违规则应有的严肃，更不利于大学生
思想上规则意识的养成。 而且，绝大多数大
学生所谓“剁手”实际上是在“剁”父母的手，
以“剁”父母的手来进行所谓的“狂欢”，这样
的做法并不值得鼓励与提倡。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平 大学
生看重“双十一”零点秒杀，其本质还是想通
过优惠节省一点钱。 学校如果不断网，让学
生拥有更好的网络， 客观上是给了学生优
惠。 记得有学校为了让学生看足球世界杯比
赛 24 小时不断网， 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双十一”开次绿灯校园不断网，学生感受到
的是温暖， 这种温暖将成为人生的美好记
忆，何乐不为呢？

“双十一”零点秒杀就要开
始，可急坏了寝室断网的大学生
们，近日，湘潭大学宣传栏上的
一封不断网请求信就火了。湘潭
大学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的老
师表示：按照正常的情况，学校
规定零点正式断网，没有任何通
知“双十一”作为一个特殊的情
况不断网。 学校老师还表示：

“‘双十一’主要就是让学生‘剁
手’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肆意
地狂欢， 肆意地去放纵自己消
费，因此原则上会断网。 ”
（10月 29日 中国青年报官微）

难承其重的书包

这两天，一个 5岁小朋友的简历火了。
据称， 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毕业于复旦大
学，都是世界 500强企业的高层主管。这份
图文并茂的简历介绍，他 3岁开始学游泳，
4岁开始学钢琴，学了 4个月围棋，已经 11
级了， 幼儿园小班到中班年阅读量从 100
本上升至 500本……很多网友感慨， 终于
明白什么叫“输在了起跑线上”。

（11月 2日 光明网）
这名 5岁小朋友的简历，或许会刺激更

多家长，致力于把孩子打造为“超级儿童”。
每每有媒体对这类超前教育进行报道，都会
被一些家长作为经验进行学习，为自己孩子
的超前教育加码，加之媒体炒作，最终所有
家庭都陷入严重的教育焦虑之中。

要消除家庭的教育焦虑， 一方面需要
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 让教育回归育人
本质；另一方面则需要家长转变观念，增强
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识别能力， 不要成为焦
虑营销的对象。

究竟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学前教育，
这个问题已经谈过不止一次。 国家也已经
发文禁止幼儿园和早教机构进行小学化教
育。 可是，在“不输在起跑线”的刺激下，很
多家长都选择让孩子早学、多学，以便在同
龄人中具有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家长们
更多地考虑眼下自己孩子会不会落后，而
非未来的长远发展： 幼儿教育看 6 岁时进
小学的识字量， 小学看毕业后能否进好的
初中，初中看中考是不是考进重点高中，高
中看高考能否考进重点大学， 进大学后则
陷入迷茫。 这样的教育方式， 其实没有赢
家，也偏离了教育育人的本质。

如何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 这是我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需要从根本
上扭转教育的竞技化趋势。 在单一的分数
评价体系中，教育变为竞技教育，而正是教
育竞技化，催生了所谓的“起跑线”一说。因
此，理当不断对教育评价体系进行改革。

而与此同时，还需要意识到，一些自媒

体平台和培训机构正在携手进行焦虑营
销，要引导家长识别这种焦虑营销手段。毋
庸否认， 我国义务教育依旧存在不均衡问
题，但各地的校际差异还是在明显缩小，为
什么择校焦虑却越来越严重呢？ 这和择校
焦虑的炒作密切相关。 包括眼下这个 5 岁
小朋友的简历，也难逃进行焦虑营销之嫌，
可以预计， 其会成为一些早教机构进行招
生的宣传工具。

本来，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中，面对家长
的择校焦虑， 理性的方式应该是引导家长
根据孩子的情况选择适合的学校。 但很多
培训机构向家长强调， 幼升小择校失败就
注定今后的失败， 从而刺激了家长的求胜
欲。 对此，需要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引导，提
高家长的媒介素养。在信息时代，各种信息
纷繁庞杂，需要让家长懂得分析信息，不被
营销信息牵着鼻子走。 当制造焦虑并不受
欢迎时，相关机构才会转变经营策略。

（作者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成绩单寄给家长”利大于弊

？

培养“超级儿童”：莫中了焦虑营销的圈套

□ 罗双

润物无声的
“五毛钱仪式感”

□ 肖炎方

□ 熊丙奇

近日， 深圳大学给部分专业学生家
长寄成绩单引发热议。 快递含有所有学
期的成绩单、 绩点换算说明、《致家长的
一封信》以及辅导员班主任联系方式。另
外快递内件品名明确标注“成绩单”，学
校已预先支付了邮费。学校表示“这是根
据学校要求的加强家校联系的一项内
容”。对此，不少学生表示反感，却得到大
部分家长的支持。

（10月 31日 澎湃新闻）
学校给家长寄成绩单， 于学生而言

是利大于弊的。如果学生的成绩不理想、
不优秀， 学生自然是不愿意亲自告诉家
长的， 而学校的做法既让学生直面这一
现实，又告知了家长其孩子的学习情况。
有的学生免不了受到家长的批评与数
落，心理会觉得不好受、丢面子。但是，这
仅仅是表面上的，换个角度看，家长的批
评与数落何尝不是“玉不琢，不成器”的
担忧？

从有利方面来说， 大学一般都离家
长所在地较远，进入大学，家长几乎都会
给孩子更多的自由空间， 而很多学生认

为无论好坏都没有必要再向家长告知成
绩了， 家长们难免忽视学生的学习与成
长。而该校的做法加强了家校联系，使家
长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一份优
秀的成绩单，可以得到家长的肯定，也会
使学生有“成就感”，有利于后来的学习。
一份不理想的成绩单， 可能换来学生与
家长进一步的沟通，一起探讨原因，得到
家长的鼓励，同样对学习有利。

有学生认为学校侵犯了自己的隐
私，其实，学生的成绩单在出来之前，早
已由老师批阅审改， 批改作业、 提出问
题，毋庸置疑这是老师的权利与义务。老
师看成绩不是侵犯隐私， 给家长看就是
了吗？家长作为监护人，理应监督孩子的
学习，了解学习情况。

不仅如此，学校公开寄成绩单，足以
表明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 一是老师对
批阅的成绩有无差错应该有足够的自
信。二是即使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也表明
老师愿意接受学生和家长的质疑。 从这
个角度来看， 邮寄成绩单的做法不仅是
激励学生，也是严格要求老师。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音乐广场上，两位玩耍的小
朋友捡到 5毛钱后交给了正在广场值守的民警。 为
了鼓励小朋友拾金不昧的行为，警察叔叔拿出接警
本认真进行登记，行军礼，给足小朋友做好事的“仪
式感”。 （11月 2日 央视网）

这种“仪式感”不是扭捏作态的摆拍，而是真善
美受到嘉奖的现场感。

现今小朋友大都有钱，逢年过节得的压岁钱积
攒下来，每人都有几百几千甚至几万。 他们并不稀
罕钱，对这 5 毛钱，大部分人不屑一顾，懒得弯腰去
捡。 可是，新闻中的两个小朋友捡了，还交到了警察
叔叔手里边，这是童真的纯粹和珍贵。

小孩的精神品质值得称道，警察叔叔的“仪式
感”更值得称道。 面对 5 毛钱，他们并未马虎，而是
规规矩矩地登记，还向小孩子行礼，这是崇高的礼
仪，这是成年人对孩子品格的致敬。

倘若警察叔叔忽略了孩子们的闪光点，就没有
如此小善大爱的影响力、 震撼力。 倘若他们把那 5
毛钱随意放在桌上或者是抽屉里，那就冷落了一颗
金子般滚烫的心。 平时我们都在强调，要提高整体
国民素质，此事足以说明，提高国民素质要从娃娃
抓起。

曾有很多人担心，现代社会道德感缺失，孩子
们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发扬不够。成都龙泉音乐广场
上的两位小朋友，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明
天。 倘若我们每一个成人，都像成都龙泉音乐广场
上的警察叔叔一样，做童心的呵护者、激励者，让真
善美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美好就会像雨
后春笋一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破土拔节，茁壮
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