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时间玩要分户”是一面镜子
□ 杨朝清

对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上个好学
校，找个好工作”是最现实的路径。 面对
孩子学习成绩下降， 家长想通过补习班
来提高成绩，何尝不是一种良苦用心。但
对年幼的孩子而言，他们并不懂这些。他
们会认为， 是在父母的压力下去做一些
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情， 难免会产生情
绪问题。

不得不承认，“00 后”拥有父辈们无
法比拟的生活条件与成长环境， 却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在“知识改变命
运”被普遍认同的今天，教育竞争愈发激
烈———尽管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

教育转变，但“好大学”依然难以进入。孩
子们只有变得更加强大， 才能在教育竞
争中脱颖而出。

而对多数家长来说， 他们并非不知
道快乐成长对于孩子们的意义。 但在现
实的压迫之下， 父辈们 “快乐的童年”，
“00 后”的确已经难以复刻。 为了避免孩
子们出路单一 ， 家长们只能狠心决
绝———在价值排序中， 孩子们的快乐成
长不得不让位于教育竞争，不管孩子们
是否愿意，上培训班都是“不得不做的
事情”。

“孩子， 我宁可欠你一个快乐的童

年，也不愿意看到你卑微的成年。 ”我们
理解这种心声，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忽
视了孩子的爱与痛， 也会形成适得其反
的效果。 有的孩子可能非但做不到成绩
进步，反而厌学、叛逆，产生近视眼等问
题。 因此，我们也要多了解孩子，想办法
做合格的父母。

培训班并非越多越好， 也并非上了
培训班就一定有效果。 如果懂得激发孩
子们的学习兴趣，激活他们的学习动力，
即使不上培训班， 也依然可以考出好成
绩。 透过“没时间玩要分户”这面镜子，我
们要读懂父母与孩子两代人不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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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就近日浙江大学本科
招生处负责人声称“浙江全省前
100 名考生报考浙江大学奖励 50
万元”等行为，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向
浙江大学发函， 要求立即纠正违规
招生宣传行为。

（6 月 28 日 《光明日报》）
每年， 各地高考分数线甫一公

布， 各高校就挽起袖子准备 “抢生
源”了。浙江大学本科招生处负责人
的 “浙江全省前 100 名考生报考浙
江大学奖励 50 万元”的言论，让浙
江大学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可
“抢生源” 的大学远远不止浙江大
学。

教育部对此早就有相关规定：
高校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
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 “签
订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
校后重新选择专业” 等方式恶性抢
夺资源。高校之间“掐尖”，希望优质
生源能够入读本校， 这样的做法本
无可厚非， 反倒有利于大学之间进
行良性竞争。但抢生源，不能变成了
恶性争抢，通过砸重金抢生源，违背
了招生规则。

对于通过砸重金等“非常规”手
段恶意争抢生源的高校， 主管部门
就需要予以警告， 并责令其尽快改
正问题，停止违规招生。一个高校的
竞争力不应该体现在招生时是否更
舍得向优质生源砸钱， 更应该体现
在教学能力、良好的就业预期等“硬
指标”方面。高校更不能只把优质生
源当成装点门楣的政绩， 学校应该
将更多的精力与财力放在培养学
生，放在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方面。
这样， 教育资源才更能够做到让所
有学生“雨露均沾”，而不是被少数
学霸“吃独食”，这也有利于教育公
平，有利于更好育人，反之，则偏离
了育人初衷。

希望“砸重金抢人”这样的抢人
戏码不再继续上演， 这除了需要教
育主管部门加强监管，予以规范，更
需要高校能够主动摒弃错误的 “抢
人手段”及错误的政绩观念，真正做
到以人为本，提升高校竞争力。这才
是最好的惜才爱才方式， 进而更好
地成就“大学之大”，有利于高校建
设成一流高校， 也有利于高等教育
健康发展。

“警察叔叔，我要分户，不想跟他们
在一起。”6 月 26 日，年仅 11 岁的小罗拿
着户口簿走进了派出所，要求分户。 原因
竟然是嫌父母对他管得太严， 每天学习
时间都在 10 个小时以上。 其他小朋友回
家都有很多时间玩耍， 而他只有不停地
学习，实在受不了了。

(6 月 27 日 红星新闻)

视力低于 5.0 不能评“三好
学生”？近日，杭州市三墩小学的
规定引发了社会热议。 对此，杭
州市西湖区教育局回应称，该校
规定中，并非是视力 5.0 以下一
律不得参评， 若视力在 5.0 以
下， 一学期来视力没有退步的，
同样可参评。教育局还解释了设
置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
宣传营造护眼氛围，通过评价撬
动学生与家长的护眼行动。

（6 月 30 日 《钱江晚报》）

学校通过“三好学生”的评定，撬动学
生和家长落实护眼行动的初衷值得肯定。
目前， 我国初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
已超过七成，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
而且学生近视低龄化趋势明显， 这些数据
为近视防控敲响了警钟。

为了防控青少年近视率，去年，教育部
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制定了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
确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总体近视
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
标。 压力层层传导之下， 学校做出此类规
定，似乎也情有可原。

“三好学生”作为一项荣誉，是学生评价
的重要一环， 评价指标的设定理应科学、合
理、公平、公正。 但不管是视力高于 5.0 才可
参评，还是最新回应的“若视力在 5.0 以下，
一学期来视力没有退步的” 也可以参评，以
近视程度作为评价标准，似乎有失偏颇。

先不论有些近视的成因源于先天，仅
从近视形成的后天因素来看， 学生和家长
固然有责任，但学校也是重要的责任方。 学
业负担过重、升学竞争压力大，以及由此导
致的睡眠不足、户外活动和锻炼时间不足，
都是近视率高发的主要原因。 这其中的任
何一项， 学校及其背后的整个教育大环境
都难逃责任。

正因为此，《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从政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家
庭、学生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将视
力退步的学生排除在“三好学生”的评定范围
之外，似乎是将责任推给了学生和家长。

学校试图以“三好学生”的评价撬动视
力防控的初衷虽好，但切忌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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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有媒体曝料，刘昊
然 2015年 9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入学通知书为本名刘源），本应于
今年完成学业，却未能按时毕业。6
月 26日，中戏毕业典礼如期举行，
刘昊然确未出现。 记者就此向刘
昊然身边的工作人员求证， 对方
回应称刘昊然本人此前在采访中
回应过功课问题，他曾说“最近因
工作原因又进剧组了， 还差一些
学校的事情没有做完， 先把手头
的工作做完、电影拍摄完，会花时
间去做之前耽误了的功课”。

（6 月 27 日 《新京报》）
近年来，像刘昊然一样童星出

身，在艺考前便积累了一定名气和
经验的明星考生不少，每年都有童
星报考三大戏剧学院。相比素人考
生，明星考生的艺考之路可谓顺畅
无阻，他们往往以名列前茅的专业成绩被学
校录取，刘昊然便是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
中戏录取。 然而，大部分明星学生去学校上
课的次数屈指可数，他们的时间多用来拍戏
或出席商业活动。

众所周知，每年各大知名艺术院校的艺
考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尤其是三大戏
剧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2018 年的报考人数
达到五万人以上，最热门的表演系报录比高
达 195：1。 然而，明星们入学后却不珍惜数
万人求之不得的学习机会，抱着“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态度上学，不停地旷课、缺考，
其行为是在浪费学校的教育资源。

大学本应是学习知识、增强专业能力和
提升自我的地方， 但是对明星学生们来说，
学校形同虚设， 他们只是将学校作为一个
“镀金地”， 利用三大院校的文凭来装点履
历。 比起素人学生们单纯的学生身份，明星
学生们还是成名的演员，其作品已经面向大
众而不仅仅是校园里的作业。 正因如此，他
们应该更为认真地学习，提升自身的业务能
力，将在校所学知识运用到作品中，给观众
展现优秀的作品和演技。

“明星学生”的身份是一份责任、是表
率，而不是逃避课业的借口和理由。

如何过好暑假是一道必答题

近日，扬州一位家长向媒体表达烦恼：从往年经验来看，假期里的
孩子，贪玩好睡，不认真学习，不好好做作业，长时间上网、看电视、打游
戏……这样的孩子，这样一个暑假怎么行？

“少年强则国强”。很显然，“少年强”，是我们对孩子的希望。从大的
方向上讲，这个“强”，应该是既文质彬彬又虎虎生威。 “文质彬彬”更多
是通过读书实现的。 至于“虎虎生威”，更多是通过运动体现的。

成长无小事，教育无小事，如何过好暑假是一道必答题。 希望所有
的孩子都能文起来、动起来，多读书、多运动。让孩子拥有一个充实而有
意义的暑假，既需要家庭重视，也需要全社会发力。

毛建国 陈彬

大学“重金抢人” 偏离了育人初衷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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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和湖

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关于新闻记者证申领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科教新报社现有一
名编辑记者符合申领记者证资格，现将我单位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
2019年 7月 3日—7月 10日。

举报电话：0731-84326428。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如下：黄维。

科教新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