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正式发布。今年启动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
推进， 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
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
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详见本
报今日A03、A04版)

不分文理科， 有利于推进
通才教育； 分类考试可以减轻
高考压力， 给学生更多选择机
会；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有利于
优化素质教育， 改变应试教育
氛围； 多元录取有利于建立多
渠道升学“立交桥”。中央给高

考改革列出时间表，画出路线图，
其积极意义可圈可点。但是，高考
改革点多面广， 具体改革路径还
有待优化， 高考改革的航船关键
要抵达公平正义的彼岸。

比如，分类考试的问题，按照
此前教育部的说法， 在全国只举
行本科统考， 把专科考试权下放
到省级， 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作
出选择。但是，如果考生参加本科
统考，未被本科院校录取，怎么办？
是让他们再参加省里组织的专
科、高职考试，还是从本科统考中
划定专科、高职录取分数线呢？如
果是前者， 难免会增加这部分学
生的考试负担。如果是后者，专科、

高职分数线如何划定是一个问
题。如果专科、高职分数线过高，
可能让部分考生失去上大学的
机会；如果专科、高职分数线过
低， 也会让人产生上不了本科
上专科、高职的印象，最后大家
都去报考本科， 分类考试可能
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教育部对
此应有周到的制度安排。

再比如， 招生腐败问题。把
平时学业水平考试作为高考录
取参考依据，其公信度是一个绕
不过去的话题。全国统一高考，从
试卷命题、保密、监考到阅卷、统
分、成绩发布，都有成熟而严格的
监管制度。然而，就是在这样严格

的制度之下，高考舞弊的消息仍时有
所闻。如果把平时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纳入高考录取依据，如何保证学业水
平考试的含金量，值得思考。

至于综合素质评价， 更容易造
假。对此，教育部应引起足够重视，
完善制度设计， 对学业水平测试与
综合素质评价，制定明确合理、易于
操作的评价标准，让评价在量化、公
开的尺度下进行。 避免因评价标准
模糊， 程序不透明， 测量的尺子太
多， 监管措施不严密， 滋生腐败隐
患，造成教育不公。这既是对手握学
业成绩与综合素质评价认定大权者
的严峻考验， 也是对高考相关制度
设计公平合理性的检验。 ■叶祝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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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与湘学
好一阵清风，好一番简朴

8月6日，“湘学溯源” 至濂
溪故里， 永州道县清塘镇楼田
村。村中人家皆为周敦颐后裔。
恰农忙时节， 收割过后的早稻
稻草在田里散漫着， 村民们正
插着秧，青禾田田。周敦颐父亲
周辅成墓前的两棵香樟树下，
村中的周氏后人正纳凉清谈。

一阵风来，酷暑瞬间转凉。
这番情景， 让人不由联想起周
子当年。 在人为物化、 思想混
乱、信仰崩溃的那个时代，濂溪
先生开新儒学大旗，倡天道、继
圣贤之学，扫荡阴霾混沌，不正
如一阵思想的清风吗？

周敦颐故居是一栋青砖砌
成的小院落，典型的江南民居，
依山而立， 瘦竹立于屋后 ，幽
雅风致。左右两厢房，简朴，几
无余物。 采访团的同仁纷纷感
慨， 幸好这里没被整饬成高堂
大院，华室美楼。不然，真有悖
于濂溪先生清廉雅洁之风。

可惜的是， 在这里并没有
看到濂溪先生最钟爱的莲花。不
知是何处的哪一枝莲如此有幸，
赢得他那么美好的盛赞吟咏？

西照脉脉中，一只公鸡啼
唱， 几个孩子像活泼的燕子，

从故居前呼啦而过。 周围，青
草四赋，瘪谷子燃烧的青烟升
腾缭绕。

鲁迅、周恩来的先祖

62岁的周祖叶老人正在坪
前收稻谷。900多年前的祖先周
敦颐依然让他感到“自豪骄
傲”。他从父母那里听来濂溪先
生的故事，又传给子孙。

公元1017年， 周敦颐诞生
于此。其父周辅成曾中进士，素
性淡泊， 做官一年多便辞职归
隐。 周家有读书为明理不为做
官的气氛。 周敦颐从小受到良
好的教育。 耕读传家的家风使
得周氏族裔人才辈出，鲁迅、周
恩来就分别是周敦颐的第31
代、32代孙。

在故居不远处， 有一个巨
大而高敞的天坑“月岩”。记者一
行入洞，自东往西抬头所见为上
弦月，走到洞中央，仰首所见如
同满月，自西往东抬头即见下弦
月。据说，少年周敦颐常在这里
读书静思悟道。也有说法，周敦
颐《太极图说》中的太极图即是
勘月岩造化神奇而悟得。

15岁时，父亲周辅成去世。
周敦颐随母亲到开封投奔舅舅

郑向。郑向为当时显宦，也是饱学
之士。他着力栽培周敦颐，亲自授
课督学， 使之博学力行、 办事刚
果。20岁时，周敦颐荫补入仕。

周敦颐一路做官一路讲学，
是出色的儒学大师。 理学大师程
颐、程颢就是他的学生。

周敦颐为官三十余年， 不贪
不腐，廉洁自律，为人古朴自然。
在《爱莲说》中，他以莲喻廉，以莲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 他的
《养心亭说》强调以寡欲养心。《拙
赋》推崇为人要拙，为官也要拙。

他在南昌做官时曾得过一场
大病，昏迷一日一夜不醒，友人潘
兴嗣准备为他筹办后事， 发现他
家中衣服被子仅一箱，“钱不满
百”。50岁回到永州做通判时，他
写下一首自况诗： 老子生来骨性
寒， 宦情不改旧儒酸……事冗不
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周建刚介
绍，北宋时，周敦颐的学术并没有
引起足够重视， 但时人公认他人
品高洁， 苏轼、 黄庭坚等皆有好
评。“他的人品高洁是有内在生命
境界支撑的。 他认为， 本源意义
上，人的生命就该是这样。周敦颐
的哲学，是精神幸福的学问。”

■记者 李婷

时务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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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有内在生命境界支撑的光风霁月

他就像他笔下的莲
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
枝。很多人知道他，因为他
的《爱莲说》。其实，他著的
《太极图说》、《通书》 两书
仅3000多字， 却首开湘学
理论体系，成“理学开山”。
湖湘学者胡宏评价他“其
功在孔孟之间”。他是湖南
第一个有全国性影响的文
化人物， 湖湘本土文化第
一哲人。他，周敦颐，世称
“濂溪先生”。

在“灭天理而穷人欲”
的现实背景下， 周敦颐倡
天道、 天理， 主张节制人
欲。“人化于物” 的问题仍
存在， 他的指点和警告恰
像是对我们所言。

周敦颐创造性地提出了“无
极而太极”的宇宙演化论思想和
“主静立人极” 的道德修养论思
想，将“天道”和“人道”相贯通，
指出了宇宙演化的根本原理，促
使人们进一步探索自然的奥秘，
也强调了伦理道德的尊严和独
立性， 极大提升了人的主体地
位。在儒学转型中，周敦颐探索
天人之际，追求“孔颜之乐”， 在
平凡的日常世界、人伦生活中寻
求个人身心的安顿。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创者，而
王船山则是理学真正的集大成
者。理学的开创和集大成，一前
一后， 都是由湖南学者完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宋代以后的湘学
学统， 实际上就是理学学统。周
敦颐是湘学内在精神传统的开
创者。 他的哲学有纯哲学意味。
而一个民族有没有思考终极问
题的能力，决定了它的思想文化
能不能发展，而这是一切社会问
题能否解决的前提。

———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博士周建刚

开创湘学内在精神传统

湖南省首次省人大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评议会议4日在长
沙召开。 30名省人大代表听取
了6个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关于
今年建议办理工作的汇报，并对
承办单位的办理工作进行了评
议。（详见本报今日A08版报道）

以往，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工作评议会多在市级、 县级进
行，由省级人大代表开展评议，
在湖南是首次， 在全国也不多
见。人大代表级别的提高，也意
味着评议对象的行政级别也相
应提高———财政厅、民政厅、教
育厅、林业厅、发改委、商务厅，
这些实权部门接受评议， 对其
部门主要负责人是场考验，主
导评议的省人大代表们想必也
多少会有些顾虑———毕竟，对
于来自县、市的省人大代表，这

些省厅负责人或许同时还曾是他
们在地方上要“迎来送往”的“领
导”。因此，这场省人大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评议会议的“首秀”背
后， 有着双重校验———既校验职
能部门的工作落实能力， 也校验
着省人大代表们的政治勇气。

省人大代表们的表现， 没有
让人失望：6个省直部门主要负责
人开始汇报时， 都对自己单位的
建议办理工作感觉良好。 然而在
接下来的代表评议环节， 省人大
代表们没有给参会的厅长们“面
子”，当面指出所谓100%满意率是
不客观的。并指出“重解释，轻办
理”、“回答冷冰冰”、“踢皮球”等
一大堆问题，让在场的6个省直部
门主要负责人很是难堪。

看来，这是场充满“火药味”的
评议会。“火药味”，在近两年的“两

会”上并不陌生。但“火药味”既有
针对现实问题， 淬炼成金的“真
火”， 也有某些代表委员为出个人
风头，“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虚火。
显然，此次评议会上，省人大代表
们的表现属于前者。 他们的表现，
完全放下了顾虑，对评议对象避实
就虚的汇报予以直言不讳的评
议———既然是评议省人大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重解释， 轻办理”自
然要被当做敷衍塞责；对人大代表
都“冷冰冰”，对人民群众又该如何
要不得？“踢皮球”更是疲沓、不负
责的工作作风，一定要戳破……人
大代表们没有给厅长们“面子”，根
本上是要对他们所代表的民意负
责； 如果给了评议对象十足的面
子，那么他们面对民众就很可能没
有面子……其间政治伦理关系，省
人大代表们拎得清。

相对于省人大代表们的表
现，接受评议的“厅官”可能并不
是所有人都迅速进入了“角色”。
有的人仍然自我感觉良好， 自视
甚高的状态， 或许也有其沾沾自
喜的成绩，但越是容易自满，就离
人大代表的要求差距越大。如此，
只能面临难堪。 这恰恰证明了进
行这场评议会的必要性。 必须摆
正位置，端正态度，做好工作，才
能获得满意的评价。

根本上， 评议会不是“找茬
会”，而是人大代表履行权力机构
职责的路径与方法， 旨在促进和
帮助职能部门以扎实认真的工
作，回应民众期待与托付。因此，
评议会完全可以成为地方民主政
治的新常态，此次“首秀”，开了个
好头。

■本报评论员 赵强

高考改革具体路径尚待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