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三水华侨中学一班主任以

“抓纪律”为由，让全班学生投票选出

“纪律差”的同学，对其实行所谓停课

反思的惩戒。 此举实在有违教育的本

义。

教育的目的， 除了教会学生谋生

的知识技能外，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

生独立的人格，让他们学会如何做人，

在保护和谋求自己利益的同时， 更应

尊重别人。 所谓的抓纪律，目的在于要

保障教育工作的高效运转， 而并非本

末倒置地成了教育的目的。

公选“纪律差”的做法，不但违反

了教育的根本原则，更严重伤害了全

体学生的人格尊严。 对被选出的“纪

律差”学生而言，受教育权是宪法赋

予其的基本权利，不能仅仅因为多数

人同意而被粗暴地剥夺。 所谓的纪律

差， 固然极有可能有学生自身的原

因，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老师教育方

法不当和不多，没有对学生因材施教

和实行引导，用粗暴简单的惩戒方法

让本已有叛逆思想的学生走向对抗

和自暴自弃。 对参与投票的学生而

言，我相信要他们参与投票将朝夕相

处的同窗列入要被停课反思的行列，

他们的内心肯定是纠结的，同时也会

让他们以后在面对老师时只懂盲从，

而不敢对老师的不当行为发出质疑

的声音，因为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并胆

敢发出不同的声音，极有可能会被老

师列入不守纪律、要被惩戒的学生之

列。 这对学生未来的健康成长有百害

而无一利。

另外，学校和班主任没有意识到

自身行为对学生造成的损害，并振振

有辞地以抓纪律和民主公投作为托

辞，这不能不叫人担忧。

□ 彭智聪

注重保护

学生独立人格

如今学校为了响应上级部门的号召， 到处

鼓吹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知道实情的人，还以

为多年来饱受诟病的中国教育有希望了， 回到

了教育的原点。

事实上，就是哪所学校想思考什么，思考出

了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有的只是千人一面，

千篇一律。譬如，就连学校向世人宣称的口号都

惊人的相似：“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

了学生的一切。 ”从字面上看，还真契合教育的

本质：既全面发展了学生，又尊重了学生个性，

能让学生成为真正的人。但我以为，这“一切”二

字似乎并不包括一切，无非就是升学。 说白了，

就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升学， 为了一切学生的升

学，为了升学学生的一切。有些学校甚至还做不

到这一点。 比如，在一些地方，有些学校为了提

高升学率， 总是想尽办法把那些升学无望的学

子劝退回家，美其名曰：为学生找合适的出路。

实际上，是这些学生影响了升学率，完不成上级

下达的教育指标。 看来，名义上一切为了学生，

实际上是一切为了顺应上级部门。所以，当我看

到哪所学校打出办出特色、 打造教育品牌之类

的宣传横幅时，看到哪个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一

校一品质”的口号时，我觉得完全是扯蛋。 办学

目的明明只有升学，谈什么特色！ 所谓的特色，

无非是骗人骗己的把戏而已。我在想，哪一天教

育不再向社会献媚，向权力献媚了，教育才可能

会有特色。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学校办教育，学生上学，

就如同逛超市，老想着商品交易。因为学校把发

展学生天然的思考能力和培养天然的智慧放在

一边，只重视升学率、就业率；用人单位不看这

个人的学识、品德如何，就看这个人能否为他带

来什么好处。久而久之，那些在大学真正发展了

思考能力和智慧的人反而成了异类、边缘人，自

然，后来者就有了教训，还是为生存而读书吧。

前段时间，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你不花大

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

利是图。 ”诚哉斯言！

因此， 我渴望， 我们的教育能真正地做到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

切”，少拿框框束缚教育，多给教育工作者一些

空间，让教育“回到原点”，回到本质———办真正

为人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百岁老人周有光的一

段话。 他说：“每个人原来都具备天然的思考能

力和天然的智慧， 教育就是把学生们自己天然

的思考能力和天然的智慧引导出来，激发出来。

从外面灌输进去的知识是有限的， 而开发出来

的思考能力和智慧能力才是无穷无尽的。 通过

教育发挥自己的本能十分重要，培养自修能力、

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是最要紧的。 过去我国教育

学苏联那一套，一面倒，只鼓励信仰，不鼓励思

考，把学生培养成不善于动脑筋的工具，这是很

大的缺陷。 ” 教育若是一味只“关心脚下的事

情”，眼睛只盯着利益，只看行政部门的眼色行

事，那是不会有出息的，更不会让人民真正的满

意。 可见，只有当教育离功利远一点，少向权力

献媚，真正走向人的内心深处去，才可能回到它

的本质。

读书是件有面子的事

□ 赵畅

笔者去英国，得悉菜谱、圣经和书是英

国人家庭的必备三宝。 在过去 20 年间，英

国人每天平均的读书时间还是在增长，人

们更喜欢用阅读来填补自己日程的空白。

说到底，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读书是非常

有“面子”的事。 在和朋友高谈阔论时，如果

你没读过某本畅销书，会感觉十分尴尬。

有学者说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

英、意等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所谓

的“大英帝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发

达，使之更有生命力、活力，并在全世界留

下了如今仍为人迷恋的所谓“绅士”的文化

形象。

在中国，自古读书也是件很有“面子”

的事，“学而优则仕”，这是封建社会无数读

书人梦寐以求的事。 放到当时封建社会的

历史背景中， 也不难理解当时读书是何等

的重要。 诚如马未都先生所言，中国封建社

会高速有效运转了两千年， 很重要的原因

是社会以文人为中心转动。“学而优则仕”

成为层层统治者的必由之路。 科举制度让

每一位梦想成功的文人看到了前途， 让文

人看到光明， 从客观上保证了中国漫长的

封建制度强大而坚固， 这也就是中国的封

建社会长了欧洲封建社会整整一千年的根

本原因。

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 对待文

化的态度，该是重要标尺之一。 北京的国子

监始建于元代， 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最高

学府，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央大学”。 国

子监门前是东西走向的成贤街， 街的两端

分置两碑，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着“官

员人等至此下马”字样。 抱如此崇敬态度，

实际上是给足了读书人的“面子”，给足了

文化的“面子”。

尽管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和“学而优

则仕”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有一定的不合理

成分和历史局限，但对读书、对知识分子的

重视、对文化的崇敬，却值得传承。 事实上，

这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首要保证。

如果说， 读书的风气事关一个国家的

“面子”这个大道理大家都懂的话，那么，读

书给自己“面子”的道理却未必人人都懂。

人，为什么要读书？ 除了为求得知识，以备

就业生活之需外， 更是为了丰富人的精神

世界，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塑造人的高雅气

质。 丰子恺先生曾经说过：“我以为人生可

以看作‘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

生活，三是灵魂生活。 ”一个人除了物质生

活外，应该有精神生活，读书当属于精神生

活的范畴。 灵魂生活，或许是极少数人的专

利，按丰子恺先生的说法，就是那些“做人

很认真，满足了物质和精神还不够，还要探

求人生的究竟，在他们看来，财产名誉都是

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弘一

法师李叔同就是最好的一个典范”。 其实，

李叔同不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吗？ 从一定

程度上说， 读书不就是他灵魂生活的重要

载体吗？ 他以在音乐、诗词、书法、绘画、篆

刻、佛教、教育等方面的造诣，而深受人们

的崇仰。“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

心”，弘一法师获得的这个评价，获得的这

个“面子”，是名副其实的。 自然，这个真实

的“面子”里，有读书之功。 只要“好读书、

读好书”，不论是谁，你一定会很有“面子”

的。

□ 罗宽海

前几天跟朋友聊起孩子的高考志愿，

当我问起孩子有什么想法时，朋友回应“他

要有想法就好了， 什么事都是两个字‘随

便’。 ”从穿衣服、同学交往、文理分科、高考

志愿，事无巨细征求大人意见，等着家长拿

主意。 朋友说，其实，孩子小时候家长非常

乐意做这些事情，而且还为孩子的听话、乖

巧而得意，可如今长大了还是这样没主见，

就让家长不免有些担心。

当然这个例子有些极端， 但在我们周

围缺乏主见、 事事等着家长作主张的孩子

并不在少数，也时常听到家长的类似抱怨。

本来独立自主做决定的好习惯是应该

从小培养的，可是家长总觉得孩子小、不会

做决定，所以便包办代替。等到家长觉得该

让孩子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时， 孩子却不敢

决定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有些家长把责任

统统推到了孩子身上， 自认自己摊上了不

争气的孩子“我给他机会，他不要”！ 真的给

孩子机会了吗？ 我觉得家长给的只是让孩

子跟自己保持一致的机会， 一旦意见不一

致，其实最终做决定的还是家长，说白了，

是家长没有给孩子做决定的锻炼机会。

孩子没主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自

信。除了跟家长不信任有直接关系之外，也

有孩子因经验不足而无法做决定的时候，

比如高考志愿的学校和专业选择， 孩子这

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拿不定主意也是自然

的事， 但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浏览相关网

站， 求助老师、 学长等方式去学习相关知

识、积累经验。 要让孩子明白，经历未曾经

历过的事情是一生的常态， 只要经过充分

地认证，确信自己的想法或做法是正确的，

就要敢于坚持， 而不要随意被别人的观点

所左右， 更不能把选择自己命运的的权力

交给别人。

希望孩子有主见， 父母就一定要给他

足够的空间和支持， 多给孩子创造锻炼的

机会。 高中的孩子不但有能力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决

定自己的事。 这时家长要充分信任孩子，大

胆放手让他们计划、 安排自己的学习、生

活，包括家庭中的重大事情，比如父母工作

调换等，如果能征求孩子的意见，更容易培

养孩子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当孩子做了正确决定时， 家长不要吝

惜赞美和肯定；如果孩子决定不妥，也不要

急于否定， 不妨通过一些事例引导孩子思

考更为妥帖的做法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

其实，决定的正确与否并没有固定标准，家

长不应以自己的意见为准绳。 原则性的问

题按照大家公认的来做， 非原则性问题家

长要学会宽容和妥协。

作为家长， 要允许并培养孩子从不同

的观点去看问题， 摒弃非黑即白的思维方

式，一定会培养出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并

将这种能力变成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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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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让孩子

去选择

教育何时回到原点

◎新语

□ 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