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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偏才

大一、大二 4个学期的英语考试—次

都没及格， 成都理工大学大四学生邵周成

《时空观与物理学》的本科毕业论文的字数

是 7.8万字。 学校特例准其毕业。

根据学校规定， 英语挂科的邵周成

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他最后能够拿

到“两证”，得感谢成都理工大学教学督

导组组长姚圣国， 正是他的慧眼识才和

全力推荐，才促成学校打破常规，破例准

其毕业。

姚老师的举动让我联想到 70年前的

一桩逸事。 1941年，物理学家魏荣爵在重

庆南开中学任教时，一位名叫谢邦敏的学

生考物理时交了白卷， 并在卷上写词一

首。 魏老师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

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由于魏老师的开明，从而使得这位偏科的

学子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

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

谢邦敏因为物理成绩太差险些毕不

了业，而邵周成由于钻研物理，荒废了英

语，也差点肄业。 幸运地是，他们都遇到

了开明的老师，得以化险为夷。

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十个

手指， 有长有短。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

大，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其智力水平也

不一致，更遑论千差万别的生命个体。就

算在同一所学校接受同一老师的教育，

由于学生个体上的差异， 每个人的学习

成绩都不可能同步前进。加上个人兴趣、

爱好的不一， 学生各科的发展更加不均

衡。 因此，学生成绩有差异、有偏科都是

正常现象。不正常的是，我们现在一些学

校的教育不是正视这种差异， 而是硬要

通过各种强制手段将这种差异抹平，把

学生拉到同一水平线上， 强求各科均衡

发展。 这样做的结果， 是学生什么都学

了，可能什么都不精，从而扼杀了许多孩

子的天性，将他们变成了庸才。

客观上，真正的全才、通才极少，绝

大多数人都是偏才。因此我们的学校、老

师在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同时， 应允

许学生有所侧重、有所偏废，最大限度激

发学生的各种潜能， 避免扼杀孩子的天

性。 教育只有善待偏才、怪才，才能避免

“偏科”， 避免偏才、 怪才被扼杀在摇篮

里。 事实证明，求全责备式的教育，已误

了许多莘莘学子。

□ 王国军

两个七八岁的孩子蹲在院中， 吃力地学

着洗刷碗筷； 一个瘦小的孩子在炎炎烈日中

为正在街头贩卖水果的父母送去午饭……在

街头看到的几幕情景令人心生感慨： 暑假期

间是否该帮孩子们补补生活能力课呢？

生活是个大主题。 人的一生无论干什

么、成就怎么样，都是在生活。 一些家长望

子成龙的心态，使孩子的暑期被学英语、弹

钢琴等一个个培训班占据， 而培养孩子的

生活能力，在许多家长看来属于浪费时间，

与孩子成才无关。 实际上，家庭教育计划中

如果缺失了培养生活能力这一节， 无论对

孩子还是对社会，都是一个问题。

除非是某一方面的奇才， 每个人都需

要有独立生活、自我管理的能力。 一个才华

横溢但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人， 很难说是

健康，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被认为“天才”

的少年考入高校后， 又因缺乏生活自理能

力而退学，这样案例已非个别。 事实证明，

片面追求书本学习成绩的思维与方式，会

使孩子的成长之路很难走顺。

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收获的不止

于提高孩子处理自身事务的水平。在洗碗中

感受劳动艰辛的孩子，对生活的理解会比只

会读书的孩子更为深刻；在酷暑中为父母送

饭的孩子，对幸福来之不易的感受会比坐在

空调房里读书的孩子更加直接。

如果说沉重的升学压力下， 家长和孩

子平时不得不全力为考试而奋斗， 那么孩

子们暂时告别繁重的学业和应试的暑假，

理应成为提升生活素养的时段。 社会各界

也应为此做些努力， 学校不妨少布置一些

作文习题，多布置一些实践作业；校外应当

多建设一些实践基地， 多组织一些相关主

题的夏令营， 让孩子们的暑假更丰富更有

益。

大学生回炉职校体现理性与务实

□ 熊慧

2011年 7 月 13 日《科教新报》A3 连线版

报道：今年 7 月 3 日,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国际

贸易专业应届毕业生李丝丝回炉到湖南怀化

的芷江师范学校学幼师, 开始 3 年的中职学

习生涯。 中职学校招生招来了大学生,连学校

的招办主任也感到意外。

近几年, 职校生走俏与大学生就业难形

成了鲜明对比, 部分大学毕业生在多次求职

碰壁之后,选择了到职校学习,而且这种情况

呈逐渐增多之势。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难就

业的现实语境下, 这显然较为理性与务实,是

一条有价值的就业选择之路。

走出校门的大学生面对着严峻的就业压

力,显得多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甚至牢骚不

断、 怨天尤人而消沉不起。 大学毕业生就业

难,除了扩招带来的就业人数增加外,还在于

人才市场供求的不对称性, 高等学校设计的

专业往往与社会需求有很大的距离。 这种错

位产生的壁垒,加剧了就业的难度。 但最为关

键的是在畸形的就业观支配下, 大学生对自

己的估价太高,所以就成为了“待业青年”。 其

实这是一种非理性使然。 从卖肉到当保姆以

及竞聘高尔夫球童等等大学生屈尊于一些社

会不起眼的岗位来看, 这种择业理性也多少

有点被迫无奈。 然而,“回炉”职校则是一种更

为积极的就业准备,则值得推崇与鼓励。 这也

给正在迷惘徘徊中的急需就业的大学生们是

一个有益的启迪。

破解就业症结, 在于就业观的转变与更

新。 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对人才的需求更

趋专业化和职业化。 相对人才市场来说,不是

人才多了,而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太少。 大学

生所学的专长只有符合社会就业岗位结构和

层次,才能为社会所接纳,才能更好更快地从

容就业。 大学生“回炉”职校,其实就是接受与

市场就业对接的再教育, 以使毕业后尽快找

到工作,胜任工作。 这种智慧、理性、积极的择

业举动,难道不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写照吗?

� � � �在我国, 大学生回职校再学习还只是一

个新鲜的事物, 大学生接受此观念还需要一

个过程。 应该看到, 大学生回炉职校需要社

会、学校、政府在政策上、财力上等给予更多

的支持和保障。

当然,有人认为,大学毕业生“回炉”职校

是在浪费教育资源。 应该看到,“回炉”职校是

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的一次转身, 那么我们

的中高等教育同样需要反思, 完善专业设计,

使之更好地与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实现无缝对

接,那么就会尽可能减少这种“回炉”职校的

无奈,从而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优化,人力资源

发挥最大的功能。

□ 伍少安

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虎妈”，日前来

到上海，与上海“猫爸”进行了一场关于家

庭教育的对话。 媒体制作的标题是：上海

“猫爸”交锋美国“虎妈”。“猫爸”说，尊重

孩子选择，给予更多自由；“虎妈”说，富不

过三代，教育就要严格。

笔者很佩服标题的煽动能力，寥寥数

字就把中西两位家长的教育观点推到了

水火难容的两个极端。 然而，耐心读一读

“虎妈”的育儿经，仔细听一听“虎妈”和

“猫爸”各自的家庭教育故事，其实你就会

发现，主张“给予更多自由”的“猫爸”，在

“像猫一样温柔地踩着轻松的步子和孩子

跳圆舞曲”的同时，也有非常严厉的一面；

而坚信“教育就要严格”的“虎妈”，在“严

厉得近乎偏执，要求得几近苛刻”的表象

背后，也隐藏着一颗温柔和慈爱的心。

所以，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从来就不

存在东西方谁优谁劣之争，那只是出版商炒

作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

企鹅出版社找到了一个东西方都感兴趣的

卖点，那就是：孩子的家庭教育。 在当今的世

界上，没有什么比孩子的教育更让人关注。

其实，家庭教育原本就是极具个性的教

育，每个家长都应把注意力放在观察、了解、

研究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上，千万别老

去比较，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听话、那么有

出息。就像世界上没有一种万能的灵药可以

包治一切疑难杂症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一种

全能的方法能够教好所有的孩子。

“虎妈”的成功并不全在于她秉承了

东方的教育之道，这其中有着与众不同的

独特因素。 蔡美儿是大学教授，她的家庭

拥有良好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教育资源。

她在严厉要求女儿的同时，还能给孩子很

多有效的帮助和支持。 而这恰恰是现在有

些家长无能为力的。 与学校教育最大的区

别是， 孩子的家庭教育条件是千差万别

的。 教育的主体———孩子，都有其独特的

身体条件和心理特点，因而他们应对外界

的方式也千差万别； 教育的客体———环

境，每个家庭的人员结构、地域背景、文化

氛围都不一样，因而它们对孩子的影响也

各不相同。 而成功的家庭教育就是要在这

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就好比

给每把锁配一把合适的钥匙。 比如，对待

比较内向、敏感的孩子，需要细致一些、温

和一些的方法，帮他自悟自省；对待比较

外向、好动的孩子，不妨严厉一点，既给压

力，又给机会，让他发挥潜力；对待注意力

容易分散、粗心大意的孩子，就要狠抓习

惯培养、坚持意志训练，从小事从细节抓

起。 总之，只有找到能打开孩子心锁的那

把钥匙，你才会成为成功的父母。

还是“虎妈”说得辩证：“美国的教育

太宽松了，所以需要严厉；但中国的教育

已经很严厉了， 家长就需要放松对待，关

键在于平衡。 ”这就是家庭教育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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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莫走极端

“状元笔记”是另一种成功学

□ 陈亦冰

每年高考分数公布后， 哈尔滨市高考

状元和状元班学生的功课笔记随即热卖，

部分学生十多天内可卖出上万元， 笔记大

多被考生家长买走。 专家称高分诉求是状

元笔记受追捧的直接原因。

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 如此疯抢高

考状元的笔记，似乎有点夸张。 但我觉得，

谈论此事之前，必须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换

成是你我，如果我们的孩子即将面临高考，

而你又想让孩子考得好一些， 会不会也这

么做？

这些年，凡是与分数有关的教育话题，

包括专家意见在内， 矛头无不对准应试教

育的弊端。 国家层面的教育制度和学校领

域的教育理念，甚至家长的成才观念，均遭

受到舆论的谴责。 但高考制度没有变，谴责

学校和家长追捧分数的意义总是有限。 而

让人感到痛心的是， 高考状元笔记热卖的

背后， 却是一幅活生生的应试教育失败的

图景。

状元笔记受追捧，除了人们的好奇心

驱使外， 更重要的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此

人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夺得状元的， 那么，

别的学生运用这样的方法就有提高成绩

甚至夺得状元的希望。 但是，笔记仅仅是

状元自己根据个人情况而作，详略程度完

全因人而异，对状元有用的笔记未必对其

他同学有用。 这与成功学一样犯的是相同

的错误： 成功学就是总结成功名人的经

验，然后进行兜售，这都忽略了个体差异

的问题。

成功名人的经验是应该重视， 但不是

一味地去模仿， 而应该考察这些名人是如

何解决具体问题的，有哪些不足，有哪些过

人之处。 然后，才是在借鉴前人的经验基础

之上，创造性地解决自己遇到的难题。 遗憾

的是，成功学将那些成功者捧上了天，人们

也把高考状元视作毫无瑕疵的胜利者，然

后僵硬地模仿他们的成功方法， 思维上的

偷懒可见一斑。

因为缺乏批判性思维， 成功学的僵化

思维模式才会四处横行。 这是教育领域急

需弥补的内容， 唯有让学生具有鉴别领会

别人和自己的习惯， 简单的知识传承才会

演变成为知识发展。 可是，应试教育模式强

化的是模式化思维， 严重忽略甚至遏制了

个体的思考力， 批判性的学习思维难免缺

少生长的机会。

□ 张钦

给孩子补补生活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