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强县”
不是强扭的瓜

□ 董碧辉

教育可以强国，这是条颠扑不破的真
理。 这条真理要成立，教育两字就不能掺
水分。 必须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真正
因材施教的教育，真正教人思考而不是灌
输的教育。 教育下一代，不能忽悠，不能欺
骗，更不能贩卖。

教育强国，来自于教育强省，再往下，
是教育强市、教育强县。 教育强县的称号
如果变成香饽饽，这当然是好事。 这至少
说明了当地政府重视教育，没有陷入刮地
皮至上的盲井里。 然而这香饽饽如何去吃
也有讲究。 看到昨天有新闻说，广东省五
华县于今年启动创建教育强县工作，为迎
接年底的“创强”工作验收，率先实施“创
强”的五个镇在今年 9 月统一进行学校布
局调整。“通过分流、撤并等措施，大力整
合教育资源， 将 5 个镇原有 132 所中小学
校整合为 35 所学校， 并推进规范化学校
建设。 ”动作不可谓不快，力度不可谓不
大，可结果呢？ 这么多家门口的学校突然
消失了，很多学生上学成了难题。 新闻里
说因为路途遥远，一些家长只好开着运猪
车送孩子去上学。

运猪的方式着实不太雅观，很容易让
人想到贩卖这个词。 学生当然不是拿来贩
卖的，他们一路向学校奔去的旅程是启蒙
之旅、是习得文明之旅，这样的重任运猪
车难以负荷。 所以这样有伤体面的事，当
地的教育部门见了就立即制止了，另外安
排了校车接送。 校车来了，可是所谓的校
车只不过是一辆 10 座的面包车， 每次里
面都要满满当当地挤上二三十人，难道这
就是中国式校车的共同命运？ 让家长们感
到不满的，还有新学校的环境。 家门口的
学校关了， 不得得到 4.5 公里之外的学校
上学，可是这学校没有校门和围墙，除了
主教学楼， 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建筑，操
场和路面破烂不堪， 难让家长们满意，有
家长质疑：“原来小学的条件比这里好多
了，为什么一定要孩子们来这里上课？ ”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把学
生们凑在一起，耗费大量精力进行一番物
理空间的挪移，就能挪移出一个教育强县
来？ 实在没看到强在何处。 学生的人身安
全系数削弱了，交通成本提高了，校舍环
境也变差了，何强之有？ 找得到的只有强
制、强迫。

强扭的瓜不甜，强拔的苗不长，这样
着急上火的，到底是为了一个教育强县的
称号，还是真心为了提升本县的教育实力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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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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书多乱心

国庆长假结束，家长又开始为孩子
重返校园做着各种准备，购买教辅书自
然成了提上议程的“头等大事”。 各书
店、书摊门庭若市，书架上琳琅满目的
教辅书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据说，中小
学教辅书几乎总是位居籍销售榜首，每
逢开学更是，销售火爆。 书籍多而畅销，
本是好事， 然当笔者打开其中几套，又
与一些家长、学子交谈之后，却忍不住
想提醒几句。

适量的、 编写严谨的教辅书无疑对
学习有益。 问题是现在市场上的教辅书
太滥：有错别字不少的；有把原版书颠倒
顺序任意排之甚至抄错印错的； 有在拟
定一个漂亮的书名下随意撰写以哗众取
宠的……致使经不起品读的某些教辅资
料滥竽充数，误人子弟。 教辅书出版发行
的低门槛和市场回报的高利润引发了一
些不法书商的昧良心行为， 造成了市场
的鱼龙混杂。 长沙市雅礼中学初二学生
张同学反映：“我发现手中很多来源不同
出版社的书籍中，有不少习题完全雷同，
甚至有答案完全对立的， 看后反而无主
张了。 ”一些错误百出，以讹传讹的教辅
资料，不但占去了学子们宝贵的时间，还
扰乱了了他们平静的学习心态， 对学子
们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有关人士曾找不少的学业成绩好
的学生作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读
的教辅书籍并不多，而读的课外书籍相
对较多。 他们从课外书中学到的不只是
答案，而是掌握了基本知识并能举一反
三的技能。 为子弟学业犯难的家长如果
面对眼花缭乱的教辅书籍心也乱，盲目
以为购买的教辅书“多多益善”，子弟多
读这类书籍就能对教科书的重点难点
就会迎刃而解， 应试就会手到擒来，很
可能会像病急乱投医那样，落得人财两
空的结果。 望子成龙成凤的家长们可得
警惕啊！

总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 同理，教辅书不在多，更
不可依赖。 否则，就起不到“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的效果。

□ 陈丽斯

孩子“玩无趣”令人忧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长假期间， 笔者发现家长们陷入了苦恼
之中， 很多家长说孩子对假期活动提不起兴
趣，孩子最常说的话就是放假“没意思”、“不好
玩”。 孩子“玩无趣”令人担忧。

有位学生在观察日记中写道：三四岁时，
我问妈妈：“我可以玩吗？”妈妈说：“可以，不过
你要先背这首唐诗。”七八岁时，我问妈妈：“我
可以玩吗？”妈妈说：“可以，不过你要先练琴。”
再大些，我问妈妈：“我可以玩吗？”妈妈说：“可
以，不过你要先把 10道奥数题做完。”现在，我
不问妈妈了，每天上学、回家、做功课，像个机
器人。 我没有朋友，也没有什么爱好，沉闷无
趣，像个小老头。

如同吃饭、睡觉一样，玩也是孩子与生俱
来的天性，他们在玩耍中接触人生、感悟亲情、
认知世界。 玩不仅有助于拓展孩子们的想像
力和创造力， 还可以增加他们与人交往的机
会。 有人说玩是孩子人生发育过程中必需的
维生素，把玩比喻为情感发育的基础、发现自
我的桥梁。 而孩子不会玩，往往导致协调能力
及团结互助方面的弱势。

英国著名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教
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教育
的手段和方法也应该是快乐的。 因此“对儿童
的教育应当遵循心理规律， 符合儿童心智发
展的自然顺序”。 成功的儿童教育应当是顺应

天性、启迪潜能的教育，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而一味加压紧逼的弃玩教育， 很可能扼杀孩
子们的创造力和想像力。

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外界是孩子“玩无趣”
最主要的原因。 家长们往往担心孩子独自外
出被骗，甚至学坏，不赞同学生之间相互串门，
圈在家里成了假期生活的主流。 另外，如今娱
乐方式多了，科技含量也高了，孩子玩也越来
越智能化、私密化，传统游戏很多被淘汰了，孩
子户外集体活动越来越少。 现在的孩子大多
是独生子女， 习惯去玩一些不需要团体配合
的游戏， 许多孩子就这样慢慢把自己封闭起
来，不愿意参与集体游戏，甚至出现下课后老
师撵着出去玩都不去的情况。

家长应该多让孩子参加集体游戏。 处于
成长过程中的孩子， 需要通过游戏来发展动
作技能和运动能力， 并且在游戏中锻炼意志
和团结协作的能力，从中得到快乐，这样孩子
才能身心健康。 放假时，如果家长把孩子的时
间安排得满满的，会让孩子不会玩，或玩起来
不舒适。 家长不妨邀请孩子的同学来家做客，
或放手让孩子和同学一起出去郊游。 除了家
长、学校要从多方面努力让孩子会玩，同时社
会各界也需要密切配合，社区、各类教育基地
及公共场所要尽可能为学生开放， 保障学生
健康成长。 让孩子从“玩无趣”中解放出来。

坚持正确的教书育人观

近 30 年的教书育人工作，令笔者感慨良
多，一个刚出道的教师，开始时，豪情满怀，激
情飞扬，久而久之，厌倦起来了，是非善恶模
糊，随遇而安，不求上进，尤其在教书育人的
过程中，得过且过，不管学生好坏，是否上进，
甚至死活，好像都与自己无关似的。可以说这
种人为数不少， 完全丧失了正确的教书育人
观。 当然，这些老师得过且过却心安理得，也
许是受了学校、 社会、 家庭等不良因素的影
响。

教书育人是教师履职的要义与本质。 树
立和坚持什么样的教书育人观， 是每个教师
需要经常思考和面对的重要问题， 也是教师
修养方面的一篇大文章。 胡锦涛总书记在主
持中央政治局第 26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广
大教师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书育人，当
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就是要
求广大教师要树立和坚持高尚的教书育人
观， 也是为了让我们老师正确对待自己的事
业观。 事业观决定工作观、业绩观。 教师的工
作对象是人，人是很复杂的，如果教师的育人
观不正确，就很难培养出合格的人才，那么教

师怎样才能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教书育人观
呢？

思想决定行动，教师首先要在思想上永远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教书育人观，即在思想上做
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与引路人，不要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对学生置若罔闻，漠不关心。有人
说：“生命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最终要面对死
亡；思想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可以让生命永
恒。”所以一个教师如果没有思想，对学生冷若
冰霜，甚至残酷无情，怎么能教书育人呢？从施
教的角度来说， 思想的高度决定施教的高度，
因为只有思想才能点燃思想。 有思想的教师，
会以生气唤醒生气，以激情感动激情，以理想
鼓舞理想，以生命点燃生命；有思想的教师才
会教出有思想的学生，才会以自身丰富的内涵
与睿智的思考给学生以终身影响，才能使学生
真正体验到生命的快乐。虽然我们不奢望教师
成为思想家， 但至少应该成为独立思考者，成
为拥有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
并让学生在潜移默化和耳濡目染中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达到教书育
人的目的。

名师出高徒，打铁还要自身硬。再是教师
在知识上要过得硬， 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文
化知识，更要有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渊博的
学识。人们常说，学高为师，技高为师。要给学
生一杯水， 自己则需要一桶水， 甚至还要有
“长流水”。 教师只有学而不厌， 才能诲人不
倦。要崇尚科学精神，严谨笃学，潜心钻研，做
热爱科学，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楷模。 要如
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科学、新技能，不断
提高教书育人的本领。积极投身于教学改善，
力争做新时代新教师，运用最先进的方法，最
现代的理念，把最宝贵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只
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人民教师” 的光荣称
号。

教书育人工作， 是一项长期复杂细致的
工作；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是一项耕耘
在今朝，成功收获在未来的工作。只要我们广
大教师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教书育人观， 不急
功近利，不好大喜功，不思想懈怠，充满爱心，
心正身正，忠诚事业，努力钻研，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 这样何愁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
的接班人呢？

新宁县麻林中心学校 郑远江

别让形式主义毒害童心

“今天上级领导要来检查，听说来我们
班，我们务必要打扫好卫生，如果有领导问
你们学校情况，不能说……要说……”这是
学校里的学生常会听到的话。

自从戴红领巾起，我就浸淫在种种形式
主义中：为视察大扫除，为学校应付达标而

“本着自愿的原则”都得给校图书馆捐书，填
写教师调查表时不能选择“D不好”。在小学
我得到的常识是，每次大扫除就一定会有大
领导的到来。 那时在我的观念里，打扫卫生
的最终目的是迎接领导视察。

我很难理解，如果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
了，连领导问什么、学生该答什么都提醒好
了，上面的人能视察出什么？ 如果所有的学
校都这么做， 那怎么来通过视察评比优劣？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 这样的调
查，能发出什么言？小学上思想品德课，老师
就开始传授实事求是的道理，但一到给老师
打分时，老师又用命令的口气告诉学生不能
选“D”，书本与现实的矛盾让一些本来就懵
懵懂懂的小学生更加疑惑，种种的不解也渐
渐地在他们脑子里变为“正常”。

孩子们从小所受的诸如此类的潜移默
化的“培训”，会让他们在长大后也能娴熟地
奔波在走马观花式的检查中，沉沦在为开会
而开会的会议中，继而再继续“视察”下一代。

成长环境对于孩童尤为重要。对于课本
上的知识，更要用行动来教育。 知行不一会
毁了孩子。所以，我要在此呼吁：还孩子心灵
一片净土吧！

□ 沙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