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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的“清华”幼儿园从哪来
□ 李爱彬

清华大学这两天又上热搜，原因
“
亮了”：
起诉多个
“
清华幼儿园”商标侵权。 很多人从
这条新闻中， 复习了一周之前刚刚过完 108
岁生日的清华校史：前身系 1911 年创建的清
华学堂，1998 年取得“
清 華 ” 注册商标专用
权，2009 年取得“清 華 大学” 注册商标专用
“
清华大学”四
权。 也有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
个字有多重意涵，其中有一重，是中国“驰名
商标”。
（5 月 9 日 光明网）

“
椒言辣评

“

前段时间，特级教师张祖庆的文
章《老师，你敢上“裸课”吗？ 》引起不
小反响。 文中，张祖庆老师批评了反
复演练、不断磨课才“上演”的公开
课。 最夸张的当数那些参加
“国赛”的
选手们，一旦有幸被选中，就会走上
磨课的“不归路”，日里磨课，夜里梦
课，死去活来，活来死去。 因此，他主
张教师要上“
裸课”。
（5 月 10 日 蒲公英评论网）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
平 教师反复推敲打磨， 自然能做到
课堂“胸中有丘壑”，教学效果自不必
裸课”虽然减轻了课前准备的
说。 而“
负担，但由于没有经过反复磨练，很难考虑
周全，一不小心就可能出现差错，效果必定
大打折扣。“裸课”表面看来是追求本色的教
育，但其实是为上课偷工减料做挡箭牌。 面
对“磨课”与“裸课”，教师应该有理性的认
识，切不可用“裸课”否定“磨课”的价值，就
算是特级教师主张
“裸课”也不宜盲目附和。
@ 山西读者马全和 所谓的“裸课”是
针对“
磨课”一词提出来的。“
磨课”有繁琐复
杂的意思，而
“裸课”是简单明了、言简意赅、
一目了然的意思。 笔者认为，老师们没有必
要承受过重的备课负担，相反，在轻松的环
境下授课，根据学生的情况来随时调整课堂
的内容、讲课的情绪，这样的课堂更加生动
自然，也更容易走进学生心里，真正得到学
生的喜爱。
@ 武冈市南桥中学龙小松 我极力推
崇上“裸课”。 虽说“裸课”的效果可能没有
“表演式赛课”那样高大上，但“裸课”更能真
实地反映教师的教学本领，更接地气，更具
有实际的指导价值，评比的结果也更加公平
公正。 如今，评奖过多过滥、变味走调，助长
表演课的泛滥成灾， 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
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教育来不得半点作
秀，来不得半点虚假，只有求真务实的教风
和学风才会让教育尽早地回归到正常的轨
道上来。
@ 江苏读者李兆清 熟能生巧，一些经
验丰富的教师上“
裸课”没啥困难，但一些刚
入门的教师上“
裸课”就没那么容易了。 教师
上“裸课”，既要传授学生相关知识，还要保
持流畅，做到层次分明、逻辑清晰，这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先要有
一桶水。 教师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上课时
才能得心应手。

商标侵权的判定并不复杂。清华大 “傍名牌”行为往往遮遮掩掩，无论是侵
学所面临的问题， 是侵权者海量又分 权者本身还是购买到假名牌的消费者，
散，其主张权利的精力成本比较高。 同 都能强烈意识到这是以侵权获利。但使
样的情况可能也“
骚扰”着其他名校。比 用名校商标的机构， 往往有一种泰然
如，
“
北大” 也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商标， 感，甚至有一种自我加冕的荣耀，而每
但估计头顶“北大”二字泰然站立在中 天见到大量“清华”“北大”“牛津”“剑
国城乡接合部街面上的小店面，同样不 桥”的大众同样也觉得见怪不惊。
会太少。
这可能因为， 名校崇拜由来已久，
此外，被网友们调侃的
“
老家的剑桥 在上升路径更为有限的地区，这种崇拜
幼儿园”
“
哈佛幼儿园瑟瑟发抖”，原则上 也更加泛众化。 因为离之越远，它们就
也涉嫌侵权。 按照商标法，复制、摹仿或 越不像一个实体和机构，而更像一种教
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 育图腾。 那些形形色色的教育机构，一
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定要黏附在这个名字上，本质上是将这
个图腾外化为了文化资本、将它的文化
只不过，权利人不会来主张罢了。
商标法没有什么复杂的法理纠缠， 感召力变成了市场感召力， 但同时，恐
在中国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中，它的规定 怕也是习惯于将一个实体的名称当成
已经成为基本常识。 有意思的是，其他 一个虚化的教育目标看待。而在这些机

速成的导师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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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晚报》报道，短短三四天时间，花上五六千元，便能从“门外汉”
摇身一变，获得国家认证的家庭指导师培训证书，甚至是国际认证的讲师
资格，转而继续给更多家长开课……如今，很多家长越来越注重科学育儿，
市场上有关家庭教育的培训课程也层出不穷，但“速成”之下往往“注水”颇
多，噱头背后可能暗藏种种猫腻。
薛红伟

“
社交万人迷”只会扼杀天性
□程振伟
近日，“情商班”火爆家长圈，有
辅导班声称：3 岁就能让孩子成为
“社交万人迷”。 据说这些课收费不
菲，比如，0 至 3 岁年龄段一年的情
商课收费在一万元出头，3 至 6 岁年
龄段的则要近 2 万元，平均下来，一
个课时在 100 到 200 元之间。
（5 月 12 日 澎湃新闻）
未成年人情商教育何以有市
场？ 笔者以为，它利用了家长们的焦
虑情绪。 成人世界的竞争焦虑，是青
少年培训班火爆的心理基础之一。
成人社会中，“社交万人迷” 似乎更
容易成功，所以家长们认为，培养社
交达人就要
“从娃抓起”。
对未成年人而言，成为“社交万
人迷”其实是个伪命题。 孩子最可贵
的是童真，这是他们创造力的来源。
过分压抑孩子的天性， 对他们而言
何其残忍？ 情商课肯定会教育孩子
们有情绪要掩饰、不应该发脾气，可
是阶段性的情绪、脾气，恰恰是孩子
成长中必经的过程。 为了让孩子讨
人喜欢而压抑自我， 一时的彬彬有

礼，很有可能换来将来的叛逆。 精致
讨巧的少儿情商课， 迎合了成人世
界的主观臆想， 却与孩子真正的健
康成长南辕北辙。
其实，对青少年而言，若硬要
培养“情商”，那也是“什么阶段表
现得像什么阶段的孩子”。 不必过
度老成，也不能永远像个孩子。 这
其中，父母的陪伴管教很重要。 跟
风让孩子上各种培训班，是在为自
己的“不愿意陪伴”找借口。 培养孩
子管理情绪的能力，父母不应该迷
信情商班，而应该多带孩子去体验
各种情景， 教给他们如何积极、正
面、合理地面对人生，不管是顺境
还是逆境，底线一定要坚守，该承
担的一定要承担，如此一来，还怕
孩子“让人讨厌”吗？
说到底， 让孩子成“社交万人
迷”的情商班，不过是“成功学”的少
儿版，父母花了钱，还要压抑孩子的
个性， 就算让他们一时学到精致讨
巧的东西，最终却变得郁郁寡欢，还
没长大就老了。

构进进出出的城乡家长和孩子，见而不
怪，相比起考虑侵权的问题，他们更看
重的大概是这种接近名校的安慰感。
清华大学的批量起诉，置换了这种
语境，让事情回到了市场契约的场景中
来。 从商标法的视角下再打量这种景
观——
—遍布城乡角落的名校招牌如此
坦然地存在着，全国范围内带有“清华”
字样的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多达 20 余万
家，仅“清华幼儿园”就上百家 （据 媒 体
搜索），事情就变得刺目了。 据称，清华
大学多年来一直在强调“清华”的归属，
不过，如何影响民间对清华二字所附着
的意义的理解，却已经超出了它所能及
的范围。
（作者为光明网评论员）

衡水“
朝圣”
病的是家长
□ 余娅
5 月 4 日， 是衡水中学一
年一度的开放日， 一位父亲举
着吊瓶， 带着正在输液的女儿
前来参观。 10 岁的女儿此前连
余 续四天发高烧到 39 度，但父亲
娅 认为开放日机会难得， 想让孩
怎 子好好感受衡中的学习气氛，
么 “我们没文化，但是希望孩子能
看 有文化。 一定要考上！ ”
（5 月 9 日 中国青年网）
衡水中学的名气很大。 据笔者了
解，过去几年，这所学校几乎包揽了河
北省的高考文理科“状元”，每年考上清
华、北大等一流名校的学生，更是数以
“百” 计。 凭借着令人望尘莫及的升学
率， 衡水中学成了考生和家长心中的
“圣地”，即使不能考上衡水中学，在这
里沾沾学霸们的
“仙气”也不错。
“朝圣者”的
“虔诚”不难理解，但人
群中举着吊瓶的这对父女，还是显得有
些突兀。“
我们没文化，但是希望孩子能
有文化”，这位父亲的话很朴实，道出了
家长望子成龙的普遍心声。 但这位父亲
的行为却不值得被原谅，让年仅 10 岁、
连续高烧了 4 天的女儿一边输液一边
参观，小女孩感受到的，恐怕不是“衡中
的学习气氛”， 而是滚烫的身体和父亲
的
“
走火入魔”吧？
要知道， 衡水中学的高升学率，并
非素质教育结出的果实，而是来自学校
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学生们引以为傲的
分数，是大家放弃了休息、放弃了运动、
放弃了快乐，用刷题和考试
“血拼”出来
的。 与其说衡水中学的经验值得推崇，
倒不如说他们将“应试”教育的弊端表
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弊端，因为泯灭孩子的天性饱
受诟病。我们不知道高考工厂衡水中学
还能风光地运行多久，但新一轮的高考
改革提醒我们，只会做题的
“考试机器”
将会逐渐失去市场。家长们应该早一点
清醒过来，与其让孩子做高考工厂里一
颗发烧的螺丝钉，还不如把健康和快乐
还给他们，才能帮助他们在人生的赛场
上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