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5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每年 4 月 23 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
日”，号召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年老还
是年轻、贫穷还是富有、患病还是健康，
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与成长，保护知识
产权，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奉献自己
力量的人们。 这一日子在中国被称为
“世界读书日”，以此推进阅读，在全社
会涵养书香。

（4 月 24 日 《人民日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的阅读生

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无论信息载体、
图书形式以及阅读方式发生怎样变化，
阅读的价值与阅读的本质不会变，人类
的阅读需求不会变，以阅读充实生命、
改变命运的梦想也不会变。

阅读也是教育的重要方式和重要
内容。 近年来，我国在缩小教育差距、
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
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重点学校与
薄弱学校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要

想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提升教育公
平，还需探索更多路径、找到更好方法。
这其中，推进阅读公平是重要一环。

有教育学家曾说过，当偏僻乡村学
校的孩子们有了与中心城市的孩子一
样多的优质图书时，他们精神发展的起
点就站在了同样的起跑线上。有学者认
为，让所有学生能够和那些最伟大的经
典对话，用阅读填平生活的沟壑，正是
推动阅读的社会意义所在。

近年来，由于工作需要，笔者走进
了许多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学校 ，发
现那些注重阅读的学校， 图书馆品质
高、师生阅读氛围好的学校，无论是师
生的精神气质， 还是学校的文化建设
以及各类教学指标的考核， 都相对较
好。 我们以“营造书香校园”为主题进
行的教育探索行动， 特别强调以阅读
为手段推进家校共育。 通过多年跟踪
调查，我们发现阅读在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中，都有着极好的效果。那些注重

阅读的家庭往往能够亲子共读， 帮助
孩子养成阅读兴趣、掌握阅读方法、提
高阅读能力， 孩子各方面发展也更加
均衡、更加全面。

当前，“父母的书架决定孩子的未
来”“最好的学区房是家中的书房”，已
经成为许多家庭和学校的共识。 伴随
又一个 “世界读书日 ”，我们可以更多
关注：如何为乡村的孩子、困难群体的
孩子、 边远地区的孩子提供更多更好
的优质图书？ 如何更有效地为这些孩
子提供阅读指导，让他们享受阅读、热
爱阅读、 学会阅读？ 如何加强西部地
区、 民族地区、 薄弱学校的图书馆建
设，帮助他们办好身边的“精神食堂”？
阅读是提高国民素质、缩小教育差距、
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路径。 用阅读照
亮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 他们将因此
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未来，也
必将为人类智慧和文明的发展拓展出
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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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冷热”与人才培养

让阅读照亮更多孩子的奋斗路
□ 朱永新

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中职、
高职毕业生， 具备保送至本科高校深造
的资格。 近日，教育部印发的一则通知，
引发广大职校生和职业教育工作者的热
议。

（4 月 22 日 《中国青年报》）
长期以来， 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

育“分两条腿走路”，优秀的职校生难以
获得理论深造的机会， 而对从事技术工
作葆有兴趣的本科生缺乏实践技能的培
训机会。 社会上也存在职业教育天生低
人一等的偏见，似乎只有中考、高考失败
的人才会入读职校。 这种现状和刻板印
象，导致职业教育在生源、师资、人才培
养等方面缺乏竞争力， 学生对职校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也不够高。
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高级技术工

人，有赖于正规化、成体系的教育机构的
培养。 仅仅依赖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模
式，职业人才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缺乏
对所从事专业的系统性认识，限制其进一
步创新的空间。因此，培养“大国工匠”，高
等职业教育需要融入高等教育体系。

不光部分优秀的职校生存在进一步
学习理论的需求， 也有一些本科生期待
获得接触职业教育、 锻炼职业技能的机
会。 此前，北京大学本科生周浩因更喜爱
实践操作，从北大退学，转学到技校学习
数控技术，此后如鱼得水，还获得了全国
数控技能大赛冠军。 事实证明，理论积淀

与专业实操是不可割裂的。
在近年来严格控制保送生规模的背

景下，职校生保送到本科高校，会不会造
成新的问题？ 就目前政策透露的信息来
看，公众不必多虑。 教育部在通知中明确
指出，保送录取本科专业的高校限本科层
次职业学校和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且要
求对申请攻读本科专业的中职毕业生增
加文化课考核。

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
的通道，不仅为相关个人的事业选择创造
了更多可能性，也是对人才发展规律的根
本遵循。允许年轻人在不同的人生赛道切
换，才能在探索和尝试中确定更适合自己
的方向。

让年轻人多一条赛道
□ 王钟的

近日，浙江东阳江
北小学教育集团月亮
湾校区内发生暖心一
幕。 当天放学时下着
雨， 许多学生没带伞。
因疫情防控需要实行
封闭式管理，家长无法
进校接学生。 于是，老
师们就自发组织起来
护送学生们。 一开始，
老师们打算打伞一个
一个地护送学生。 后
来，大家发现了更高效
的解决办法：每个人肩
并肩，组成一道“雨伞
长廊”， 从教学楼通到
校门口，很快将孩子们
顺利送出校门。
（4 月 22 日 《新京报》）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教书育
人，教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
先以行为范。 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
素质，是教师之灵魂，因此，作为教
师应首先养德， 应自觉地加强自身
的道德修养，做有德行的教师，自觉
创造教师职业内在的尊严与幸福。
“德” 是个人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底
线高了，“品”自然就提升，在真实的
场景中示范，“雨伞长廊” 上了一场
生动的课。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师德不是
靠讲出来的， 而是靠内心世界的丰
富、文化底蕴的提升、人格素养的完
善。师德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由一
个个“雨伞长廊”这种细微处体现，
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

学生总是把教师看作学习、模
仿的对象。教师需要从小事做起，从
自我做起，率先垂范，作出表率，以
高尚的人格感染人， 以整洁的仪表
影响人，以和蔼的态度对待人，以丰
富的学识引导人， 以博大的胸怀爱
护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书育人
的实效。穿越了“雨伞长廊”，相信学
生都会“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
其道”。

“五一”假期日益临近，多
地近日已就师生的出行范围下
发通知。 4 月 26 日，安徽淮北
市教育局官网刊发通知称，严
格师生健康管理，“五一”“端
午”放假期间，师生不得到市外
旅行， 不得接触重点地区和海
外归来人员，减少聚会，防止感
染疾病。 河南亦有教育部门发
文，对“五一”假期师生出游作
出限制。

（4 月 27 日 《北京青年报》）
今年“五一”假期首次从 3

天延长到 5 天， 对于疫情以来
宅家已久的孩子们来说， 一定
早就盼望着这个小长假出去撒
撒欢儿。 如今，多地教育部门下
发通知限制师生离开本市范围，有的还决定
“五一”假期学生不放假。 这对孩子们而言，
内心的失落或许是难免的， 但在防疫进入
常态化的特殊时期， 这一做法显然是现实
理性的，广大学生和家长应给予充分理解。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4 月 26 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指出 ，“境外疫情继续扩散蔓
延，输入我国风险持续加大，本土聚集性疫
情仍有确诊病例报告。 要克服麻痹、松懈思
想，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疫情风险一日未
消除，强调这一要求就仍然十分必要。

以往每到节假日一些景区都会人满为
患。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
发通知，要求旅游景区建立完善预约制度，
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游，接待游客量
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 同时，出
游往往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在餐馆就
餐，在酒店入住，一系列环节都存在不确定
因素。 中小学生本来抵抗力就弱，属于普遍
易感人群，如果不能做好自我保护，一旦遇
到传染源，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于孩子们
来说，留在熟悉的环境，减少跨区域流动，尽
可能避免未知风险，无疑是最安全的。

假期的意义在于让人们身心得到放
松，缓解学习工作的疲劳。 不过，今年的情
况和往年不同。 疫情导致学校开学延迟后，
前期的教学都采取网课形式， 缺乏师生互
动，加之一些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差，学习效
果难以保证。 目前，各地中小学已经或即将
复课复学，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对学过
的内容记性串讲辅导成为当前的主要任
务。 这个“五一”小长假，学生们正好可以用
来查漏补缺， 老师也需要进行节后教学的
备课。

疫情在，不远游，师生利用这几天时间
进行收心，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为接下来的
学习做好准备，这个“五一”假期同样可以
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今年考研的学生在选择报考专业时，有的专业可谓“门庭若市”，而另
外一些专业则是“门可罗雀”，大多数时候还得靠热门专业的调剂来“救
济”。 笔者认为，一所大学，只有文理科均衡发展，才能为社会培养合格的
人才。 准备攻读研究生的学生，不管你上的是热门专业，还是进入了冷僻
领域，只有将自己锻造成真正的“人才”，才会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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