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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用抢跑心态对待寒假补习
近日，教育部印发《中小学

教材管理办法》。 其中明确，教
材实行周期修订制度， 一般按
学制周期修订。 若出现教材内
容有错误、 不适宜或出现较大
争议；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
发生重大变化、取得重要成果，
经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 改变
现有认知的重要学术成果发布
等情形，教材应及时修订。

（1 月 7 日 中国新闻网）
这些年，教材出现文字性、

知识性、规范性等错误，并不是
什么新鲜事。 不仅一些地方课
程教材屡屡被人挑出错误 ，就
连作为国内权威的人教版教材
也曾被吐槽过。

按照 《图书质量管理规
定》，差错率只要不超过万分之
一，其编校质量就算合格。 有关方面也常
用这个理由来为自己辩解，但很显然，这
不是教材出错的挡箭牌。 应该看到，教材
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是其他图书无法比
拟的，教材是教师藉以传道授业的依据，
是学生获取知识最主要的途径，应是“零
差错”，起码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出错。

显然，对于教材的编写审定，必须要
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与 2001 年印发的
《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相
比，《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根据新形势、
新要求增加了一些新举措， 包括加强国
家统筹、加强全过程管理、提高教材编写
门槛、加强审核把关等。 但是，要让这些
措施落地生根、见到实效，还需要更多制
度跟进。

我们鼓励教材的多元化， 但要警惕
市场繁荣背后隐藏的危机。 为此，建议有
关部门加强对教材编写的规范， 完善编
辑出版流程，建立严格的教材审核制度。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凡编必审、
凡选必审”，提高教材审核的层次，严格
落实政治审核、专业审核、综合审核、专
题审核和对比审核的“五审”制度。 同时，
建立开放的监督机制、完善的追责机制、
利益的规避机制、积极的纠错机制，强化
奖惩激励、责任倒逼，变事后公众“找茬”
为事前自主纠错。

此外，还可引入公众评价机制，即在
教材出版之前， 将文本发布出来公开征
求意见， 相信就某一领域、 某一具体问
题，肯定有人比编撰人员了解得更多、更
专业。 如此，就能避免一些编辑“硬伤”，
尽量把差错率降到最低。

据报道，广西巴马县、云南兰坪县多
地均出现过类似“官告民”案件。应该说，
这种以诉讼形式强制未成年人的家长履
行送孩子上学的做法， 有着一定警示和
示范意义， 能够让当事人及公众认识到
不接受义务教育的违法性以及义务教育
的重要意义。

现实中，个别家长错误地认为孩子
是否接受义务教育是自家事情，他人无
权干涉。 这种错误观点，既坑害了自己
的孩子 ， 让其失去了通过教育提升自
我 ，实现良好发展的机会 ，也属于不履
行监护职责，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行为。

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家长履行监护职
责， 既让涉事家长认识到让孩子辍学的
违法性， 也能以强制措施倒逼其重视孩

子的受教育权。 如果涉事家长在败诉后
拒不履行相应义务， 既有可能被强制执
行，受到罚款、拘留、列入失信人名单等
惩戒，又有可能被剥夺监护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控辍保学方面，相
关部门还有更多功课要做。 不能否认的
是，当前的诉讼方式效率较低，经过审理
和执行程序后，很可能已经年过半载。此
时，辍学者可能早已“打工就业”，原有的
知识储备已经荒废殆尽， 或者沉湎于网
络游戏不能自拔， 再将其强制领回学校
也已于事无补。对此，不妨探索建立先予
执行和快审快结快执制度， 只要发现辍
学现象，相关部门劝说无效起诉后，审判
机关即应先予执行或者尽快审理执行，
及时“挽回”辍学者。

此外，现实中，绝大多数家长并未真

心不想让自家小孩上学， 一些家长忙于
生计，外出打工后，留守学生处于放任自
流状态，不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无法
接受有效监管， 加之一些校园周边环境
不佳。辍学之后，这些学生很难再主动回
到学校就读，即便被强制送回学校，也可
能心不在焉，应付了事，难以顺利完成学
业。

因而， 要想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受教
育权，既得动真格，让监护不力的家长承
担法律责任，还要打好组合拳，让每一个
未成年人都有完成义务教育的良好环
境。 如加大对困难家庭和寄宿学生的补
贴力度，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同时注重心
理疏导、课业辅导和兴趣发掘，培养其学
习爱好和习惯。 进而消灭“教育贫困”现
象，让孩子的未来能够真正学有所成。

近日，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在官寨
乡中心学校开庭审理一起“官告民”案件。
被告是并排坐着的两位学生的父亲，坐在
原告席上的是一位副乡长。 原来，为了把
辍学的学生找回来，当地的乡长把家长告
上了法庭。他们的孩子都是这所学校的学
生，但因为不同的原因辍学，短则 3 个月、
长则 3 年多。 经过审理，两名家长承诺将
孩子送回学校读书。

（1 月 9 日《法制日报》）

一夜之间，一篇名为《生态经
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以
奉承导师与师娘为目的的文章风
靡网络，虽然是在 7 年前发表，但
现在它却被誉为 2020 年第一篇
神论文。 目前，涉事期刊《冰川冻
土》 编辑部已承认刊发前审核不
严，将对该文撤稿，并郑重致歉。

（1月 13日《新京报》）
这篇试图建立 “生态经济学

集成框架”的文章，其理论和实践
基础完全来自于对“导师崇高感”
和“师娘优美感”的感悟和体认，
它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即
在“拍导师马屁”过程中，生发出
一种学术理论。

不妨摘抄几句：“导师提倡十年
铸一剑， 他的见识像天路一样高远
而深邃， 只冷却路基一招就轻松破
解了冻土的难题； 导师提倡江海纳
百川， 他的胸怀就像大海一样宽广
而平静， 让全国研究水土的英豪汇
聚到黑河谷底……”

这样的表达，即便是局外人，
都不免心生憧憬： 其溜须拍马的
深度和高度， 一般人恐怕是难以

企及。
而在“师娘的优美感”部分中，则又是另一

番风景。 “师娘美，其风姿绰约，雅致宜人，当可
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宛如丁香花开
随风飘，优美感四溢，师娘现在尽管年龄已大，
但风韵依然高绝，形象更显雍容华贵。 ”

出现这样一篇文章，本不足为奇。更何况，
或许这真的是作者本人发自肺腑的“心里话”。

但这篇“雄文”出现在一个正规的学术期
刊之内，这一期刊还属于 CSCD（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令无数研
究生求上不得的核心期刊， 竟用了 30 多个版
面来发一篇这种文章，实在让人失望。

更令人生疑的是，作者单位就是该期刊的主
管单位，而文章的男主角———作者的导师就是这
本期刊的主编。也就是说，自己学生写了一篇吹捧
自己的文章，刊发在自己主管的杂志上，也可谓
“肥水不流外人田”，又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如今，这样一篇文章引发群嘲，不啻为学
术之耻， 现在相关方面表示对此文进行撤稿，
但显然还需启动调查，对文章的审核、刊发过
程进行回溯。 翟天临事件之后，教育部屡次强
调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如果说抄袭是最表层
的“不端”，那么这种披着学术外套、占用学术
资源搞导师崇拜的现象， 恐怕是更深层次的
“不端”。 期待相关方面以彻查回应舆论质疑，
给社会公众、给严肃学术圈一个交代。

近日， 广州从化街口商业幼儿
园里发生的一幕被刷了屏。 一个名
叫睿睿的小班学生， 在一学期内被
同学欺负而受伤 3 次。 前两次都被
同一孩子用玩具刮伤了耳后及眼
旁。 事情发生后， 幼儿园进行了干
预，一直积极配合家长沟通协调，但
效果并不理想， 没能得到睿睿父母
的认可。 睿睿的父亲领着孩子走到
教室，找到此前抓伤孩子的同学，告
诉睿睿：“爸爸在这里， 你敢不敢打
回去？

（1 月 10 日 《钱江晚报》）
在网上梳理类似的新闻可以发

现，孩童冲突发生后，父母支持“以
牙还牙” 的事件不在少数。 平心而
论，作为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被人
欺负受伤，产生“打回去”的想法是
人之常情。 但不能因为是人之常情
就该支持， 其实父母鼓励孩子进行
报复是不妥的。

为人父母者，孩子都是心头肉，
看到孩子受欺负受伤， 有时候比自
己受伤了还心痛。 讨论这个话题时，
基于对为人父母者的理解非常重
要。 笔者相信，绝大多数家长都不是

蛮不讲理、崇尚暴力的人，他们之所
以支持孩子“打回去”，很多是希望
孩子借此学会保护自己， 而不是面
对校园霸凌一味忍让。

孩子之间， 尤其是低龄段的孩
子，所谓的欺负更多只是普通打闹。
对此，家长其实没必要太在意，让孩
子自己解决就行， 也可以找对方家
长沟通，完全没必要自己“下场”教
孩子动手。

“打回去”，看似给孩子抗击的
勇气，是对欺凌的反抗，但其实是在
给孩子暗示可以以暴制暴。 从教育
孩子的角度来说， 家长鼓励孩子以
暴制暴，以暴力手段处理事情，孩子
很可能成为一个攻击性强的人，无
疑对其成长非常不利。

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 作为孩
子第一任老师的父母， 你以什么方
式处理问题，、对待世界，就在暗示
孩子也可以用什么方式面对世界。
所以，父母在说“打回去”的时候，或
许爽了一时，但应该想一想，等孩子
大了，他遇到问题都采取“打回去”
的方法解决， 你会不会后悔当初说
过那句话。

寒假将至，记者调查发现，家长们已不满足于北京了，将“补课”的战场
转移到外地甚至国外，艺术集训、海外游学、生存挑战等各类课程五花八
门。笔者以为，不同于时间更长的暑期，寒假期间应侧重于给孩子更多的个
人空间，帮助其进行学习生活上的回顾和自我反思，相较于满当当的内容
型学习或许更为有益。 家长们不要以一种赛跑的心态给孩子盲目加码。

杨小敏 薛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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