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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
者为人。 ”意思是，古代的学者学习是
为了自己的修养， 而今天的学者学习
则是为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时隔千
年， 这样的言论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
意义， 提醒人们应当真正重视学习的
意义。

现如今， 学生学习很大程度上并
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小时候努
力学习是为了取悦家长，争得荣誉，获
得他人的认可；长大后，进入大学努力
学习，则是为了搭设工作的跳板，取得
职业的敲门砖， 获得一份令人艳羡的
工作。 在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中，有几
个学生是真正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
志向，为了自己的爱好？

博士生考高职到底为了什么？ 他

已经取得了高学历，获得了重大成就，
成为别人眼中的佼佼者。 考取高职，显
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不是为了大专
学历， 也不是为了今后有个稳定的工
作，而是源于自己内心的需求。

有人说博士生考高职， 是在浪费
教育资源， 博士生就要发挥自身的学
术专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入研究，
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这样的观点看
似正确，却终究逃脱不了“学历至上”
的窠臼。 学历是一个人学习的经历，但
学习的经历却并不等于学历本身。 博
士生需要学习丰富的学科专业知识，
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形成自身的综合
素质与能力， 这种能力是可以跨学科
迁移的， 这也是决定博士生长远发展
的核心能力。

博士生考高职， 是取得高学历之
后的超脱，是遵从内心召唤的自觉，更
是对传统学历观的挑战， 对世俗观念
的批判。 正如这位博士所言，现在很多
职业都需要跨专业复合型人才， 未来
他可以将以前学习的人工智能、 大数
据等知识与医学相结合， 两者是相互
补充的，并不冲突。 有了这样的认识，
有了这样的坚定，高职学习出于本心，
而这样的学习才是真正 “为己” 的学
习，才是最为珍贵的学习。

职业无高低之分， 博士搞的是学
术研究，高职走的是技术研修，在人的
成长与发展中，二者同等重要。 在人才
多元化与职业多样化的今天，“博士生
上高职” 无需大惊小怪， 应给予更多
的理解与支持。 （摘自蒲公英评论网）

博士考高职：让教育超脱功利
□许艳丽

近日，一则“博士考高职”的新闻引发热
议。 中科大一名博士毕业生工作 6 年后参加
高职专科考试， 报考了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的口腔医学专业，以省统考文化课满分、校
考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这不仅是安徽省的
首例，放眼全国也屈指可数。

（4 月 28 日 《科技日报》）

“ “椒言辣评

“4 月 11 日，晴。 最近，我们开始
了期中考试。 在 4 月 9 日我们考了
外语，外语本是我的强项，可这次只
得了 94 分。 11 日的数学最好，得了
100 分，不过全班有 11 个呢，也算不
了什么太好。 ”读了这样一篇学生日
记，你是否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上海
小学校长学术论坛上， 华东师范大
学崔允漷教授将他在工作中“偶遇”
的学生日记呈现在大屏幕上。

（4 月 26 日 大众网）
@ 吉林读者樊耀文 学生能考

100 分肯定是自己勤奋学习的结果，
但考试考了 100 分孩子却不开心，这
样的结果正常吗？ 笔者以为非常的

不正常。 孩子的天性是爱玩的，就算是考了
100 分， 却为 100 分牺牲了自由玩耍的时
间，这样的 100 分是不快乐的，也是压力重
重的。 真正好的教育应该尊重孩子的天性，
让孩子在享有童年快乐的同时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 会同县城北学校林春 很多家长关
心的不是分数，而是成绩的排名，这个孩子
数学虽然考了 100 分，但全班有 11 个满分，
11 个人并列第一，这样的“第一”含金量并
不高。 很多孩子从走进学校的第一天起，目
标就瞄准了高考，而分数恰恰是进入名校的
敲门砖，只有分数足够高才能打败对手。 什
么样的分数算高分？高于他人的分数才算高
分， 既然所有孩子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当
然只能重视成绩的排名而不是分数的绝对
值了。

@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曹灿辉 中考、
高考都是选拔性考试，严格按照排名进行录
取。 学生看重成绩排名在情理之中，学生数
学考满分没有愉悦感可以理解，但却不是良
性的人才培养之路。教育部门要改革学生评
价机制，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学校要正确引
导学生相互竞争、相互促进，让学生获得更
多快乐，以免患得患失“分分计较”。

@ 泸溪县教育局田儒平 考 100 分不
开心，原因在于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思维。
但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进，对学生的评价
方式也将发生变革。 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学
校不仅要实现完整、客观、公正的记录，更要
创造发展空间，加快建立健全适应新高考要
求的校本课程体系，以课程为基点，建立多
元化素质发展平台， 让学生的思想品德、学
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实
现最大限度的优化，从而打破分数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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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不懂”的
家长就对了

□余娅
4 月 26 日， 长春市南关区

教育局副局长谭智在接待对划
片入学有疑问的家长时，先是称
家长“听不懂话”，面对质疑，又
以手指对方问“你是哪个小区
的？ ”并让旁边官员“一会把他 /

她问一下子”。此举在网上引发热议。
（4 月 30 日 澎湃新闻）

招生入学关系着千万孩子的未
来，向来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为了
保证政策的公开透明，教育主管部门
往往会专门就家长和社会关心的问
题解疑释惑。 原本应该坦诚的交流，
在南关区教育局却变了味，新闻中的
副局长不但没有耐心回应家长的质
疑，反倒指责家长“听不懂话”，还盘
问起了家长的住所，一副要“秋后算
账”的姿态。

“局长大人”颐指气使的发问，让
人忍不住想反问 “如果家长都听得
懂、看得明白，还需要您解释什么？ ”
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即使身为教育
局领导也应该有公仆意识，做教育政
策和民意的“融合剂”，让“划片入学”
这样为教育公平而生的政策得到老
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而不是摆架子、
耍官威，当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常
言道 “恶语伤人六月寒”， 说出家长
“听不懂话”的局领导，也让政策的善
意化为乌有。

另外一种可能，不是家长“听不
懂话”，而是“局长大人”自己没弄懂
政策，也许这位局长并没有参与前期
调研、也没有研读政策文本，甚至直
到接待家长的前一刻，才拿到划片入
学的具体方案。 原本以为做做样子，
照本宣科对着材料读一读就可以敷
衍过去，没想到较真的家长硬要当场
问个明明白白。因为担心回答不出来
丢了面子，只能气急败坏地怼回去。

看多了一团和气的“官民互动”，
这样家长和领导之间的互怼，倒是帮
我们看清了某些领导的真面目。 其
实，有“听不懂”的家长就对了，多一
些爱问的家长，才能提高“官老爷”的
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真正俯下身子
做人民的好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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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排家长职务不妥

日前，山西朔州朔城区某中学要求班主任统计初三学生家长任职情况
一事在网络上引发争议。当地教育局随后发布道歉信：因中、高考在即，为落
实考务人员回避制度，要求各学校进行摸排、申报学生家长任职情况，致使
网友误解，深表歉意。 有错即改固然精神可嘉，但给学生家长及社会带来的
不良影响，恐怕难以彻底消除，但愿其他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以此为戒，在
营造和谐家校关系上多下力气。 王铎

年轻人沉迷网络不务正业？ 有
媒体调查显示，有 91.9%的青年在网
上拥有至少两个与工作完全不同的
身份， 且多数年轻人用这些身份在
做好事。 这些身份有网络安全志愿
者、互联网寻亲志愿者、大众评审员
等。

（4 月 29 日 《北京青年报》）
在传统观念中，一提到上网，很

多老一辈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不务
正业”，但随着技术进步与互联网产
业的发展， 这样的观念已经跟不上
时代的节奏了。 基于互联网的新经
济正滋生新的职业种类， 一些人眼
中所谓的“不务正业”可能恰恰是一
些人所从事的正当职业， 而且它们
正代表着一种潮流。

调查显示， 目前网上最受欢迎
的新身份包括蚂蚁森林种树能手 、
在线课堂主播、大众评审员、网络动
物救助员等等。 从这些身份的名字
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在做好事，输
出实实在在的社会价值。

比如支付宝上的 “养鸡公益大
户”，已经有 1.25 亿人通过这个新身
份， 为 19 个公益项目捐赠了 92 亿

颗鸡蛋， 帮助了 432 万人。 这个能
量， 可能需要成千上万个养殖专业
户才能达到。 还有，有人通过网络公
益平台参加支教活动， 以线上讲课
的方式给贵州山区的孩子辅导学
习，这同样是一种改变教育的方式。

互联网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旧
事物在消亡，新物种在产生。 我们不
必大惊小怪。新事物不是平白无故出
现， 而是准确对接了社会的新需求，
或者是因为传统的工作方式满足不
了社会发展的新需要。 对这些新物
种、新身份，正确的态度是欢迎而不
是排斥，支持而不是抵制，这是一个
社会对多元价值的基本态度。

互联网新经济时代是一个偏见
需要不断被打破的时代，而新经济领
域的一大特点是朝着高价值、 数字
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一些青年人的
新身份可能不同于那些看起来需要
付出真实体力劳动的工种，但基于技
术与平台强大的赋能能力，他们完全
可能迸发出巨大的潜能。 而且，这些
新身份消耗的社会成本更低，对社会
的增益同样不小，用“不务正业”来标
签他们，已经不合时宜了。

莫将上网与“不务正业”划等号
□王言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