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乃康

给不同层次考生

话语权

高考作文题，重要的不是考倒学生，

而是能否激发学生们的想象， 能否给各

个层次的学生们以充分的话语权。

历年高考， 作文题目总是备受各界

关注。 这可能是因为语文考试总是历年

开考的第一门课程， 作文在其中占有很

大比重。 每年语文考试一结束， 各种媒

体， 尤其是网络， 就把目光聚焦于当年

的作文题目，公众也一向乐此不疲。

北京今年的作文题目似乎有些独出

心裁。 以世乒赛中国队又包揽了全部的

金牌为题， 分别以三个学生的身份提出

了三个观点， 然后让考生选择一个观

点， 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有媒体在考

场外采访刚走出考场的考生们， 大部分

考生认为今年的题目不难， 有得可写。

有的考生甚至直言希望能拿到满分。 此

情此景， 相信会让很多考生家长感到宽

慰； 同时也表明， 虽然高考改革始终不

尽如人意， 且又一时很难有大的改变，

但高考的作文考试倒越来越得到社会各

界的认可。

作为高考这一举国大事的“槛外人”

与过来人， 我认为今年的作文题目让考

生自由发挥， 显得既有新意又不失对社

会热点现象的关注， 其包容性和发散性

都很强。

高考作文题，重要的不是考倒学生，

而是能否激发学生们的想象， 能否给各

个层次的学生们以充分的话语权。 以今

年的北京作文题目为例， 你就是再不喜

欢体育， 恐怕也不会不知道乒乓球，恐

怕也不会没有感触、无话可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 作文只有“有得

说” 才有可能写得好， 才不至于废话空

话连篇。 作文出题的要点正在于此。《菜

根谭》有言：“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

只是恰好。 ”这个“恰好”对出题者来说，

在于这个题目对考生是否有所启发，是

否让每个考生都能找到自然而然、 有感

而发下笔的地方： 或是感性的抒发，或

是理性的思辨； 而不是被一个冷僻的题

目与不熟悉的生活给挤兑得搜索枯肠，

东拉西扯。

新月亮会长出来

小公主想要天上的月亮。 国王身边的

谋士都摇头，月亮很远，月亮很大，没人能

得到它。 聪明的宫廷小丑说，那是大人心目

中的月亮， 或许我们应该先听听小公主的

想法？“月亮只比我的指甲盖大一点儿，因

为我在窗前一伸手就遮住了它； 月亮没多

远，它就挂在树梢上；月亮是金子做的。 ”原

来小公主心里早有主意。 小丑又问：摘了月

亮，明晚的夜空还会不会有月亮？ 公主无忧

无虑地答：如果我掉了一颗牙，新牙就会从

原来的地方长出来； 如果园丁剪下花园里

的花， 还会有新的花开出来……月亮摘下

一个，第二天当然会再长出一个新的啊！

这是美国的儿童绘本书《公主的月亮》

说的故事。 在中文版导读中，策划编辑引墨

写道：“很久以来我们不太相信孩子会有想

法，总觉得孩子哄骗一下，就过去了，很简

单。 当大人自以为是的时候，孩子其实会不

客气地发现大人的这个心理， 并毫不留情

地揭穿。 ”由此说到儿童绘本的创作，国内

一些小人书之所以引不起孩子的阅读兴

趣， 正是因为创作者暗怀着“哄一下就行

了”的心理。

要赢得小读者， 本土的创作者必须跨

过观念、语言表述、绘画形式等三道“坎”。

一天“磨”出一个字

王早早是国内一名较为成功的儿童绘

画书作者，代表作是《安的种子》，曾获“第

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 优秀儿童图画书

奖。 她的体会是，写长容易写短难，用很少

的字写出一个有好的内涵的故事， 非常不

容易。

“我入行 6 年，越写越觉得难，越感觉

到自己与孩子的距离。 因为是成人，一不小

心就会习惯性地用成人角度去看问题。 ”她

对记者说。《安的种子》刚开始写了 1000多

字，最后只剩 300 字，把那些可写可不写的

都磨掉了，只留下最精华的给小读者。 其间

大改了十几遍，小改无数次，前后磨了整整

一年，“这短短 300 字， 平均每字所费时间

为 1天多”。

语言表述有多重要？ 拿稳居销量前列

的来自日本的“鼠小弟”系列绘本来说，大

大的开本、隽永的画面、淡淡的笔触，一只

小小的老鼠和动物界朋友之间的那点事，

让孩子们读了又读，总感觉趣味无穷。 这套

书的中文版引进国内时， 是日本资深儿童

书编辑中西文纪子做的翻译。“每本一共就

100 多字，每两页可能才有一句话，而且都

用很简单的词。 我们让一个人读，另几个人

听，读了无数遍、改了无数遍，最后才定下

最贴近孩子思维和口语习惯的译句， 真是

累死了。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文纪子微笑。

《荷花镇的早市》的画者周翔对记者感

慨， 中国绘本的发扬光大， 最重要的还是

“站在儿童角度讲故事”，儿童的想法、儿童

的语言表述方式，都需要深入研究。

白兔黑兔在“早恋”？

中国绘本儿童书与国外的相比， 一个

显而易见的差别是“中国创作有时过于沉

重”，让孩子们本能地不喜欢。 创作中出的

问题，恐怕不单单要从创作中找原因。

许多大人对绘本书的态度反映着国内

社会的“知识焦虑”。一页才十几个字？很多

家长以为这太“小儿科”，好像字数多才“够

营养”。

还有些家长给孩子阅读“把关”，显示

出某种成人自以为是的心理偏位。 有这样

一个极端的事例：一本美国的儿童绘本《黑

兔和白兔》，描绘一对可爱的小兔子温馨纯

净的爱情， 当孩子开心地看着这个故事在

婚礼圆舞曲中剧终，读故事的家长很紧张，

事后偷问文纪子：“这会不会鼓励孩子早

恋？ ”文纪子眼前一黑，无言以对。 可想而

知，如果在选择题材时这样东想西想，创作

者会受多少束缚。

“很大一部分国内家长给孩子选书时，

会选那些符合他们心中目标的、‘有用’的

书，比如科普的、教辅的、德育的，而出版者

为了提高销售业绩‘顺水推舟’，结果，让孩

子学会……帮助孩子……教育孩子……这

样主题先行的读物泛滥起来。 ”王早早希望

更多家长知道， 绘本能激发孩子的右脑思

维和想象力，在温暖中潜移默化，对小读者

的支持、包容和疗愈，是很少别的东西可以

替代的。“一本书对人的教育意义呈现在当

下， 更呈现在一个人长远的一生当中———

那种因童年阅读而在心底铺下的温暖基

调，是一个人一生都能更快乐、更阳光的力

量源泉。 ”

“建议中国每个大人都回头读读童话，

给自己的心灵补补课，重拾纯真，回归真善

美。 ”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在读了本报的这个

系列报道后给记者发来感想：“希望社会给

真正从事儿童绘画、 写作的出版单位和作

者更多的支持，不该让成人化、世俗化、利

益化侵入孩子最快乐最阳光的阅读，否则，

我们未来的国民就会变成世界上最俗不可

耐的国民！ ”

学生犯错就写“保证书”？

□ 杨聪

有些教师在学生犯错或反复犯错时，就

会让他们写“保证书”，笔者以为此做法甚为

不妥。

写“保证书”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行政干

预与处罚手段， 极不适合运用在受教育的未

成年人身上。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其年龄

特征决定了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是无法“保证”

的。再说，有些学生的辨知能力和自控力比较

差，情绪不稳定，易冲动等等，其本身在学校

学习、生活的过程就是不断矫正“错误”，逐渐

成长的过程。

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应起沟通者、引导者、

呵护者的作用，让学生在平等、民主、真诚的

交流中明辨是非，体验积极向上的情感，促使

他们主动去纠正前进的方向。 假使教师用一

张“保证书” 来简化甚至取代自己的教育作

用，往往会产生如下几种结果：

其一，学生体会不到教师的关爱，只会感

受到教师所谓的“权威”对他们的压制。 其结

果或许让学生表面上“服从”，而实际上却使

他们更为抵触与叛逆。

其二，学生体会不到平等，只会感受到自

尊上的伤害。师生之间一旦没有了平等，也就

不会有真正的沟通，“保证书” 常常堵塞了学

生内心世界的真实展露， 把学生的心里话和

许多问题的根源给隐藏了起来。 这不是化解

学生的问题，反而是强化了问题的存在。

其三，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破罐子破摔”的

心理。因为既然是要“保证”，那就不得有下次，

哪怕学生是无意的。可学生毕竟是小孩子，“犯

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

“天性”与权利，是很正常和普遍的事。现在，经

教师这样一强制，反而让学生在心理上没有了

回旋的余地，无论是否有意违背“保证书”，都

使学生觉得自己就这样了，改不了了，觉得自

己的“错误行为”已无可救药了。 如此，就给了

学生一个为“错了又错”找借口的机会。一旦有

了这种意识，一而再再而三，最终难免造成所

谓的“屡教不改”了。

教育应该是用心灵塑造心灵， 用爱心

播种爱心，用真诚唤醒真诚，用行动引导行

动———它不应该也没权利让学生作出预先

的“保证”，能够保证的是，只有教师心目中

真正有学生，学生才能真正感受和接纳“教

育”。

□ 吴越

又一届学生毕业了，中国青年报社

调中心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52.8%的

受访者认为当前毕业典礼形式化，“没

什么印象”，36.5%的人认为“一般”，仅

4.8%的人认为“很有感染力，让人印象

深刻”。 在北京某高校学生刘诗雅眼里，

毕业典礼就是各种领导、老师、学生代

表漫长而空洞的讲话。 她所在学院今年

的毕业礼，居然先花了一小时介绍奖学

金的赞助企业。（《中国青年报》6 月 28

日）

那到底一个怎样的毕业礼才是理

想的毕业礼，并且能成为人生道路上弥

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呢？

学校包括自以为有引导之责的师

长们，毕业致辞应尽力祛除官话、套话、

假话，还要俯下身来，“望之俨然”外要

“即之也温”。 学生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

了，师长应结合自身人生阅历，给学生

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华中科技大学

校长“根叔”的毕业致辞为什么会受到

热捧？ 其原因用李培根校长的话说就

是：“你如果说真话，别人会倾听。 你如

果说假话，或许只有风会听。 华中大教

你对人说真话，不教你跟风说假话。 ”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 1932 年，“在

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关头”， 时任北大校

长的胡适先生在《赠与今年毕业的大学

生》中，给学生开出“三种防身的药方”：

“总得试试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你

总得有一点信心”。 胡适还满怀激情地

说：“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

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

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可以不夸张

地说，这三个“药方”、两个“深信”，真诚

而热情， 注定会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指南。 这样的校长

讲话，学生能不由衷欢迎？

时下很多大学生对毕业礼的失望、

拒斥，其实是对过往大学生活不满意的

集中爆发。 因此，改变应该从大学生活、

大学文化开始，如果过分关注毕业礼的

别出心裁、新颖好看，很可能又走偏了。

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此前曾指出，

毕业典礼不能给人留下印象，“实际上

体现了当下校园文化思想的贫乏”。 我

想，除了校园文化的贫乏之外，时下大

学里越来越严重的官僚化、行政化倾向

也值得深刻检讨。

一个理想的毕业礼，更需要一段理

想的学校生活来作为长长的背景，就像

划过长空的彗星一样， 毕业礼消失了，

可它却把无数精彩的璀璨光亮留了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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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世

说新语，今

有 师 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啥样毕业礼

才算理想

□ 胡印斌

为了趣味而阅读

◎新语

◎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