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学不是致富的
“金光大道”

□ 余娅

考试“神题”要适度

近日， 南京医科大学 2017 级临床专业的学生在一门选修课的期末
考卷上发现，总共 60 分的试卷上有一道 50 分的考题。 题目为“下面哪几
位老师给大家上过课”，要求在照片中的 7 位教师中选择 5 人。 有人认为
这是教师在考题中不按常理出牌，鼓励学生展开想象，大开“脑洞”，把所
学灵活运用。 但也有人认为，考试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搞得太娱乐化。

石向阳

新闻背景：新年临近，幼儿园
老师一条微信让王女士犯了难。
原来， 老师请孩子们每人准备一
份新年礼物，联欢会上抽签互换。
老师特别提示“礼轻情意重”。 王
女士想让孩子画张贺卡。 几天后，
老师又发出一条微信， 微信中有
班级礼物交换角的图片， 那些礼
物包装精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
王女士赶紧改变计划， 匆匆到商
场买了百元左右的乐高恐龙。
（2018年 12月 29日 《北京日报》）

@ 武冈市实验中学刘传斌
幼儿园组织幼儿开展礼物互换活
动，让孩子学会沟通，享受被同伴
认可的自信，非常有意义。 但王女
士却担心孩子的贺卡太寒酸，拿
不出手，而去购买“贵重”礼物，这
就让互换礼物本身变了味， 无形
中给孩子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
可以说，互换礼物由“重情”异化
为“重价”，其根源不在孩子，而在

家长。 折射的是家长功利的攀比心理，是
家长把成人化的思维强加给了孩子。

@ 河南读者张全林 互换礼物是一
个引进来的教育方式， 并不适合我国国
情，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并不奇怪。 真
正的分享精神、 交往沟通能力都是在实
际生活中领悟出来的， 不可能在幼儿园
里“摆拍”出来。 这样的活动除了给家长
找麻烦之外，由于礼物的轻重不能统一，
小朋友对礼物的喜好各不相同， 很难达
到皆大欢喜的效果。 真正的友爱从来不
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 靠换礼物不但
不能增加孩子之间的友情、 得到相互认
可，反倒平添生分。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平
要体现“礼轻情意重”的主旨，不让“贵重
礼物”入场，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
给孩子送的小小礼物设个“套”。 如明确
要求孩子动手制作小礼物，比如手画贺
卡、制作小玩具、设计一张生活照等等；
或者明确要求孩子购买的礼物不能超
过五元、十元，让家长选择礼物时有约
束。 有了这样的“套”，家长就不会将心
思花在礼物的价钱上，而是花在礼物的
心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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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龄的课表”最近再次成为
网络热门话题， 在知名主持人李湘
女儿王诗龄的课程表上， 从周一到
周日，钢琴、大提琴、油画、书法、瑜
伽甚至织毛衣， 各种学习安排挤满
了她的课余时间。 对此舆论不吝赞
誉：“王诗龄课表曝光， 你是 985 都
输她” ，“看吧，比你聪明、条件比你
好的人，还比你拼命十倍！ ”

（1 月 2 日 光明网）
假如这张课程表不属于王诗

龄，而属于一位普通人家的孩子，舆
论未必如此友善。长期以来，在围绕
学生负担展开的讨论中， 焦虑的家
长一直是舆论的众矢之的———父母
无视孩子本该拥有的快乐和健康，
肆意向孩子转移自己内心的“教育
焦虑”。

同样一张满满当当的课程表，
在普通家庭父母那里可能备受质
疑， 到了名人李湘和王岳伦那里却
获得赞誉。 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舆
论意见， 其实都属于同一套话语体
系———成功学的话语体系。

孩子适合怎样的教育， 父母给
孩子选择怎样的教育， 很难简单套
用一个标准。 但是对于成功的定义，
却对任何一个人、 在任何一个家庭
中都有探讨的必要。 在这种讨论中，
哪怕贵为社会名流，也不拥有天然的
豁免权。王诗龄课余时间被各种辅导
班占满，这是否就是“未来成功人士”
的定义呢？其他的家长和孩子是否就
应该“见贤思齐”呢？ 未必。

在成功学的这一套话语体系里
面，最大的要害并不在于“鼓励勤奋
还是纵容懒惰”，而是否认、抹煞人
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消弭人的主体
性，套用简单、量化的指标对人进
行物化和对象化。 这是一种注重外
在忽视内在的评判角度。 拥有多少
财富、获得何种社会地位、赢得何
种声望， 是成功学里面最主要的指
标。 以此观之，“王诗龄的课表”被津
津乐道之外，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她的内心是否快乐，心智是否健全，
这样的学习安排是否符合她的潜能
发展。

莫用 APP 左右可贵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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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APP 无处不在， 它在
为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 诸如对电子产品的
过度依赖，有害信息的无意引入，对视
力的影响与损害等。 少年儿童正处于
身心发育期，其心智尚未成熟，对信息
的辨识力不足， 过早让少年儿童接触
APP，并将其作为学习的重要载体与工
具，虽然能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生积
极主动地学习，但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容
小觑。

无论是教师、 还是新型的学习媒
介，都是学习的外在因素，决定学习效
果与质量的还是学生本身。 APP 的更新
与发展、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运
用， 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带来了便
捷，但无论如何，其终究是教育的媒介，

是学习的外在条件，只有通过学生学习
的内生动力才能产生作用。

APP 运用得好， 可以有效辅助学
习，反之，则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伤害。
且莫说现如今商业运作下的 APP 广告
植入过多，不良信息影响未成年人心智
发育，就是常态下的广泛运用，也未必
一定对孩子有益处。

把信息媒体当作学生学习的重要
媒介，它的致命弱点在于依赖性，学生
通过 APP 可以搜索到详细的答案，学生
尝到“手指动一动答案就出现”的甜头
之后，就失去了自主思考的动力，当思
维遇到阻碍或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学
生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借助 APP 的
帮助，而不是去独立思考寻求解决。 长
此以往， 将严重影响学生思维的独立

性，造成投机取巧的懒惰心理。
APP 不是孤立的，它的运作需要网

络支撑，网络的海量信息以及巨大的诱
惑，很容易让孩子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而教师与学校的要求， 也会使孩子用
起 APP 来理直气壮， 以学习为幌子沉
溺于网络世界。

教育部下发文件， 要求整顿有害
APP，是对学校网络环境的净化、对学生
学习工具的再认识、对信息技术的正本
清源，需要学校高度重视，一方面，要正
确对待网络媒介， 科学使用信息技术；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信息技术媒介的监
管， 对学生予以正确的引导。 真正让
APP 为学生所用，而非左右学生的独立
思考。

（摘自蒲公英评论网）

□ 许艳丽

卖掉了大明湖畔的小院，花费了约
200 万元学费去澳大利亚留学的济南女
孩晓晓（化名），回国后的实习工资只有
1300 元。 原本以为“出国就镀一层金”，
但是事与愿违，晓晓告诉记者，尝试工
作之后，在家里的安排下，她开始了自
己的考博之路。

（1 月 4 日《生活日报》）
社会进步之快超出我们的想象。 几

年前晓晓家卖掉房子、凑齐 200 万元供
她出国留学，现如今，却不得不面对“实
习工资只有 1300 元”的窘境。 与其说是
“窘境”不如说是残酷的现实，留学生的
含金量下降乃大势所趋，有能力选择送
孩子出国的家庭越来越多，加之国内高
校实力提升， 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
曾经让用人单位趋之若鹜的“海龟”不
再是用人市场上的“香饽饽”。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不赞同晓晓“考
博”的原因。 继续深造虽然可以让她暂
时摆脱就业压力，但她终究要走上工作
岗位，如果选择读博和当初选择出国一
样，就是为了“镀一层金”，让自己的简
历更加闪耀，那么毕业之后，已经有“博
士”光环的晓晓，又该如何面对用人单
位的严苛挑选和定价？ 要知道，“博士”
和“高薪”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正因为此， 晓晓应该放低姿态，像
其他没有留过洋的毕业生一样，从
“1300 元”的实习工作开始，用能力换取
信任，继而赢得高薪，而不是被“海归”
的身份束缚。 殊不知，“清华毕业生送快
递”“北大才子开肉铺” 的新闻比比皆
是，“学历”不等于“能力”已经成为共
识，如果有真才实学，“1300 元”绝对不
会成为晓晓的最后“身价”。

换个角度来看， 留学不是致富的
“金光大道”，但却能让我们拥有精彩的
人生历练， 晓晓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经历了不一样的生活，也拓宽人生的可
能性，这些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又何
必为“1300 元月薪”郁郁寡欢？

王诗龄的课表，无法定义每个人的成功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严禁
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要
求开展全面排查，凡发现包含色情暴力、
网络游戏、 商业广告及违背教育教学规
律等内容的 APP 要立即停止使用，要将
涉嫌违法违规的 APP、 微信公众号报告
当地网络信息管理和公安部门查处。 要
采用多种方式提醒家长慎重安装使用面
向中小学生的 APP。

（1 月 3 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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