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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旦
坚持应试不动
摇，以逐利代替
育人， 与功利、
利益纠缠不清，
教育者汲汲于
蝇头小利，被利
益牵着鼻子走，
从既往的经验
来看，教育就会
失去公平公正
的基准，更难言
培 育 大 写 的
“人”。

育人形式
多样、 出人意
料而又在情理
之中， 于一件
件小事中见神
奇， 这是美国
基础教育的一
大特色。

自闭症儿
童教育需要坚
持“医教结合，
以教为主” 的
原则， 相信在
社会、 学校、
家长多方的共
同努力下， 必
将朝着形成一
个全纳型教育
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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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虚火”开一剂退烧药
■张贵勇

深秋时节， 天气转凉， 但教育的温度
却持续走高。

备受瞩目的2015年国家机关公务员招
录考试渐入高潮。 有媒体报道， 国考报名
从2001年的3万多人攀升到去年的152万
人， 通过审核人数连续6年超过100万人。
截至10月20日， 国考报名通过审核人数达
43.7万， 最热职位竞争比达到1396： 1。

与国考如影随形的国考辅导班也生意
火爆。 山东济南历山路上一家教育机构，
明晃晃地标注一年国考协议班课程共
25800元。 更有甚者， 在辽宁大连市， 有
培训机构开出了国考培训9.8万元的天价。
有意思的是， 虽然天价培训班让人觉得很
“肉疼”， 但前去报名的大学生们依然络绎
不绝。

“论文保证原创， 时间需2个月， 价格
1万元以上， 如果可以接受， 我们再找作
者具体咨询。” 中国论文买卖猖獗的现状，
近日再次被多家媒体热炒。 如今， 发论文
收版面费已成为行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

则”。 愈演愈烈的论文收费之风已经刮
起庞大的“论文经济” 和“论文产业”。
有人测算， 我国论文市场年销售额在10
亿元以上。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为什么
这一古谚在当下大学生的择业上没能得
到体现？ 为什么在欧美一些国家， 不少
学生毕业后甘愿做一名普通志愿者， 或
者成为一名面点师？ 学术贵在求真。 为
什么作为传播思想的期刊却充斥着弄虚
作假， 甚至“潜规则” 大行其道？

不同的选择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观。
一个孩子， 如果小时候没有埋下理想的
种子， 不知道将来应该成为什么样的
人， 从小被父母和老师牵着鼻子走， 长
大后自然哪里“好处多” 就飞蛾扑火般
去追、 去抢， 哪怕那是一条极其难走的
独木桥。 一个孩子， 如果从小不知道求
真、 向善、 尚美， 不知道做人做事都应
有行为操守和职业规范的底线， 其父母
和老师乃至整个社会都没有教会孩子如
何做一个心怀正义、 向往崇高、 不逾底
线的人， 长大后， 难免会做出让家长寒

心、 为大众唾弃， 违背社会公德甚至违法
乱纪的行为。

国考培训也好， 论文买卖也罢， 表面
红红火火的生意无不透射着非理性达至疯
狂的价值观， 反映出我们的教育被浓重的
功利思想所裹挟， 被诸多利益集团所渗透
的事实。 而偏颇的价值观之所以盛行， 既
有法制不够完善的问题， 也有个人自我认
知存在偏差的问题。 根本上是因为教育背
离常识越来越远。 往深处说， 是我们的教
育没有守住育人的根本， 没有抓住培养人
成就人的原则。 教育者没有点破孩子本该
知道的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 没有让其看
到自己的真正价值所在， 更不用说教会孩
子做一个让世界变得更美的人。

对此， 每位教育者都应警醒， 去反思
高温不退的教育怪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教育是什么？ 教育就像一株静静站
在河边的大树， 远远地看着世界的风云
变幻， 却不改自己滋养树荫下幼小生灵
的使命。 尽管处于快速发展、 日新月异
的时代， 但教育者不能忘却自己的使命，
应始终怀着一颗敬畏和关爱之心， 时时

保持一种清醒， 为孩子做榜样， 在一个个
稚嫩的心灵里播下积极价值观的种子。 即
使面对浮躁而功利的社会大环境， 依然要
努力不改初衷， 让所教所育的每个孩子认
识自身， 认清方向， 拥有“穷则独善其
身， 达则兼济天下” 的情怀， 为社会注入
正能量。

相反， 教育一旦坚持应试不动摇， 以
逐利代替育人， 与功利、 利益纠缠不清，
教育者汲汲于蝇头小利， 被利益牵着鼻子
走， 从既往的经验来看， 教育就会失去公
平公正的基准， 更难言培育大写的“人”。
倘若任其毫无束缚地发展， 教育有可能像
失控的火车一样， 脱离正常轨道。 实际上，
任由教育由“虚火” 走向狂热， 整个教育
生态都会遭到断根般的破坏。

当下， 教育“虚火” 亟需一剂退烧药。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过， “不要因为走得
太远， 以至于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在身
体向前飞奔的大背景下， 我们要等一等自
己的灵魂， 停下来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
让教育退去狂热与浮躁， 回归理性， 直抵
心灵。

校长接地气让教育更有人情味
■胡本未

据媒体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小学校长瑞
安·卡斯特向学生们承诺， 如果他们能为小
镇今年秋天的狂欢节卖出1万张票， 他就答
应让学生们把他粘在墙上。学生们争先恐后
去实现目标，结果最终卖出了1.1万张票。 卡
斯特也心甘情愿地让其中卖票最多的27个
学生将他用花花绿绿的胶带粘在体育馆的
墙上，还被戴上了一个大大的假胡子，他从
早晨一直坚持到午饭时间。科罗拉多小学学
生委员会还特地宣布当天为“胡子日”。

无独有偶，今年早些时候，湖北咸宁实
验小学副校长洪耀明一度成了网络话题人
物，甚至被一些网友称为“中国好校长”。因
为他当着全校4000多师生的面，俯下身去，
结结实实地吻了一头小猪。 原来这是洪耀
明为了兑现之前与学生的承诺———只要学

生不乱扔垃圾维护校内外的卫生， 保持
一个月后他就亲吻猪。在学生心目中，洪
耀明是一个幽默风趣的老师， 很容易和
孩子们打成一片， 还曾被评为市实验小
学“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这次亲吻小
猪之后，学生们佩服洪校长“真讲信用”。

同样是以打赌而且夸张的方式，鼓励
或者引导学生完成了既定目标，可以说，中
美两位校长的行为起到了言传身教进行
诚信教育和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的作用，
让孩子们记忆深刻。更有可持续意义的是，
美国这所学校从此有了“胡子日”，当以后
一年一度的“胡子日”来临时，除了狂欢的
气氛，相信学生们都会记起校长身体力行
教给他们的一个理念：“信守承诺”。

中美两位校长， 一位亲自操心小镇
狂欢节的售票工作， 一位亲自督查校园
垃圾消除工作， 这样的行为可谓非常接

地气。但这类事情在中国并不常见，校长们
更为常见的形象和状态， 是一位很忙的
“官”，他们大多很严肃，甚至让学生因敬畏
而避之唯恐不及。

教育显然不仅仅是“打赌”，孩子的健
康成长也不仅仅是诚信教育和自信心培
养。 总的来说，校长们应该做的，是给孩子
们传递爱和温暖。今年教师节期间，有媒体
报道，从2008年创校开始，重庆星光学校校
长瞿拥军除外出开会学习， 每天早上都会
准时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们， 弯腰向每一个
孩子微笑问好甚至拥抱一下孩子， 场面感
人。 瞿校长说，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只是
希望能让孩子们每天都快乐地上学。

上述三位校长都体现了教育的人性与
温馨的一面。 不过，细细品味，还是可以些
许感受到其中的文化差异与育人理念的不
同。发生在中国的这两个事件，成为了大家

关注与议论的焦点甚至被怀疑作秀；而美国
科罗拉多的那位校长，美国媒体更多只是当
成一个欢乐的故事———如同狂欢节的一个
小插曲而已。 了解美国教育的人都知道，几
乎所有中小学校长都是比较“亲民”的。而学
生的任务不仅仅是学习和考试，即使是参加
所谓的“课外培训班”，也不是为了应付考试
而是出于兴趣。 育人形式多样、出人意料而
又在情理之中，美国基础教育所提倡的领导
力、公民意识、社会责任、创新能力、团队精
神甚至商业能力的培养，可能就体现在卖狂
欢节门票这类事情上吧！

从国内的舆论来看，有人认为这是校长
在用言传身教践行诚信教育，也有人认为这
是为师不尊，哗众取宠，不值得提倡。但在笔
者看来，这样的校长可以有，多一些才更好，
而且要向他们致敬！

（作者系留学监理网总编辑）

虚假宣传“高考状元”
折射畸形教育观
■胡乐乐

据媒体报道， 从未在武汉“状元教育”
机构上过一次补习课的今年武汉硚口区高考
理科状元肖梦简， 却出现在其广告、 宣传资
料上。 明明只参加了一次学习经验交流活
动， 肖梦简却被武汉“状元教育” 包装成
“优秀学员”。 （《武汉晚报》 10月22日）

肖梦简事实上并非“状元教育” 机构培
养出来的学生， 而且未经其本人及父母同
意， “状元教育” 机构就擅自利用其做虚假
广告宣传。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这严重侵犯
了肖梦简的肖像权、 隐私权和名誉权。 经协
商无法解决的话， 肖梦简可以委托其父母向
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法庭依法审理。 如果媒
体报道的相关事实的确真实存在， “状元教
育” 机构极可能败诉， 并要承担法庭的判
决， 结果很可能是向当事学生道歉， 然后撤
掉、 回收有关宣传广告和资料并彻底销毁，
还要给予当事学生相应的经济赔偿。

细细想来， 笔者以为， 这起“状元教
育” 机构利用学生进行虚假宣传的事件， 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扭曲的“状元” 式教育
观。 每年高考结束后， 各种各样的“高考状
元” 相继出炉。 除了有各省、 市、 自治区级
别的“文科状元”、 “理科状元”， 还有各门
高考科目的“单科状元”， 以及地市级与区
县级的“文科状元”、 “理科状元” 和“单
科状元” 等。 按照国家和各个地方近年来的
规定， 严禁公开所谓“状元” 的成绩、 姓名
与学校等信息， 但是各地形形色色的“状
元” 仍然继续满天飞。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高考状元”， 并且
还要在实际行动上不盲目追捧“高考状元”。
一旦社会大众， 尤其是广大家长和学生能做
到这一点， 就会对任何有关“高考状元” 的
宣传产生免疫力。 面对一些公办学校、 民办
学校和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天花乱坠地宣传
“高考状元”， 家长和学生需要保持一颗良好
的平常心。 对家长来说， 孩子确实尽了自己
的努力， 无论取得什么样的学业成就都应当
乐于接受， 并给孩子积极的评价， 而不是总
是给孩子树立某某“高考状元” 的“高大
上” 榜样， 把孩子压得根本喘不过气来， 背
负相当大的精神压力。 总而言之， 只要广大
家长真能认识到这一点， 并且实实在在地做
到， 那么假借“高考状元” 的宣传、 广告就
会自然失去市场。 类似这次媒体报道的社会
培训机构利用“高考状元” 做虚假宣传的现
象， 就不会再发生。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

“班长改叫总经理”，别太当真

据媒体报道，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2014级工商企业管理中美合
作班共8名学生， 其中6人是班干部， 为尝试将专业与实践相结合，
6位班干部都用企业领导的称呼， 分别为总经理、 副总经理兼人力
资源部部长、 营销部部长、 综合部部长、 财务部部长、 投资部部
长等。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 第一个将班干部称谓换成企业领
导职务的班级也应赢得理解。 希望以这种方式推动班级管理模式
创新， 并以此引导学生将专业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意更属难得。 当
前在部分高校， 由于墨守成规， 缺乏创新， 学生所学与社会不接
轨， 结果培养出了一些好高骛远、 “书呆子” 类型的毕业生， 难
以适应社会需求。

但过犹不及。 高校毕竟不是社会， 班级也并非企业， 学生更
不是员工。 如果在校园中采取过于社会化的管理措施， 很容易产
生反效果。 在企业， 各级主管与员工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但在学校， 所有学生相互之间都是独立平等的， 班干部只是大家
推选出的服务者， 大学里应倡导的是平等、 民主、 自由的精神气
质。 因此， 两者差别较大， 直接套用并不妥当。 另外， 由于班上
所谓的“企业领导” 并无实体来经营， 这些学生很容易陷入“空
对空” 的臆想。 笔者以为， 与其在班干部的称呼上耍花样， 还不
如通过真刀真枪的社会实践等方式， 实实在在地提升学生的技能
水平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刘盾 文 肖弋 绘

自闭症儿童教育需践行全纳理念
■范里

自闭症是一种由于大脑神经病变引起
的广泛性发育障碍， 目前无法治愈。 近三
十年来， 发病率不断增高。 据中国教育学
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自闭症研究指导中
心等机构最近发布的 《中国自闭症儿童发
展状况报告》 推算， 我国0—14岁患儿的
数量超过200万。

庞大数字背后是该群体并不乐观的
生存与受教育状况。 尽管大批家长呼吁
教育主管部门积极介入自闭症儿童入学
难的问题， 但是目前能进入普通学校哪
怕特殊教育学校的患儿都是少数。 根据
壹基金调查 ， 我国自闭症儿童只有
10.43%在普通学校， 13.80%在特殊学校，
大多在民办机构和康复中心。 而在美国，
95%的学龄残疾儿童及少年都能够在普通
公办学校就学。

美国等国家能做到这点， 除了特殊教

育法的保障到位， 《萨拉曼卡宣言》 倡
导的全纳教育思想也影响了美国自闭症
学生的教育。 全纳教育强调教育的公平
性， 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承认每一
个儿童都有独特的特性、 兴趣、 能力和
学习需求。 如果一个学校歧视和排斥自
闭症学生， 那就别再奢谈面向个体的教
育、 适切的教育、 为了一切学生等理
念。 只有对“这一个” 的包容、 关心，
才有对“每一个” 的接纳、 帮助。 因
此， 我们面对自闭症学生安置， 首要是
学校教育理念的真正转变。

笔者以为， 社会支持保障体系的健
全是提供教育服务有效的保障。 自闭症
的教育康复需要跨部门跨学科的合作。
在日本， 自闭症儿童家庭会得到母子保
健中心、 早期疗育中心、 幼儿园、 特教
指导中心等政府运营的公办机构提供的
持续的医疗及教育服务， 同时在儿童接
受相关的咨询、 诊断、 康复、 教育过程

中， 所有资料都可以共享。 在儿童接受康
复治疗时， 无论轻度还是重度， 都有专业
评估师给出教育干预方向， 来帮助家长和
老师制定适合孩子的教育计划。 但在这方
面， 我国目前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 主
要问题在于医疗、 教育、 康复等机构缺乏
系统性、 资源共享性和专业性。

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是做好自闭症儿
童安置的重要方面。 面对自闭症儿童教育
生活中的特殊需要， 我国相关教师的知识
能力结构体系还有待完善。 目前， 特殊教
育教师普遍缺少自闭症相关知识及康复技
能， 无法满足学生的教育和康复需要。 而
普通学校在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 也需把
基本的特殊教育知识作为通识教育， 使其
成为教师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才有可
能把全纳教育理念落实下去。

笔者认为， 有了合格甚至高水平的师
资队伍， 就能更好地发挥各地特教指导中
心的作用， 做好随班就读指导工作， 建好

资源教室， 做好巡回指导。 让轻度的自闭
症学生在普通班级上课； 程度重一些的部
分时间到资源教室上课， 也可以半天在普
校上课， 半天在特殊教育学校做功能训
练； 实在不适应的， 再到特殊教育学校。

在自闭症儿童安置问题上， 家长的配
合也不能缺位。 目前， 普通学校之所以不
太愿意接受自闭症学生， 其中一个原因就
是学校及老师需要代替家长承担过多责
任。 尽管我国在相关法律法规上规定了家
长在特殊教育中的作用， 但很多家长忙于
生计， 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训练， 导致家
庭教育缺失甚至出现真空。 这需要通过家
长学校来改变家长的观念， 让其明确自己
的角色， 更好地教育特殊孩子。

自闭症儿童教育需要坚持“医教结
合， 以教为主” 的原则， 相信在社会、 学
校、 家长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必将朝着形
成一个全纳型教育的目标迈进。

（作者系苏州仁爱学校校长）

校园周边环境
咋成了“三不管”？
■周芳元

据 《济南时报》 报道， 历城区工业北路
225号新开了一家幼儿园， 一墙之隔的西侧
竟然是一座加油站。 据石家庄新闻网报道，
谈固南大街路边有个早市临近金马小学， 每
天早上这段路上总是特别堵。 交警疏导交通
捏着一把汗， 送孩子的家长也都揪着心。

看罢这类新闻， 总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
受。 任何细微失误， 都可能导致重大安全事
故， 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 能让人安心
吗？ 近年来， 国内各地非常重视校园周边环
境的整治工作， 学校的选址、 审批、 办证和
日常管理都必须重点考虑校园周边环境。 然
而， 违规办学和严重影响校园安全的事情依
然时有发生。

在与加油站一墙之隔兴办幼儿园， 不但
反映出主办者安全意识和依法办校意识的
淡薄， 而且暴露出监管缺失。 一墙之隔建
有加油站， 属于重大安全隐患， 按说幼儿
园办园的各项手续不能得到正常审批。 但
当事园长却表示， 目前已获得卫生部门审
批。 幼儿园投资人则称， 已向消防部门汇
报过了， 会有工作人员来幼儿园指导改进。
记者调查时发现， 历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工作人员称暂无法查询； 消防部门表
示会到幼儿园进一步核实； 物业一工作人
员称不属于其管辖范围； 历城区教育局体
艺卫与学前教育科负责人表示“从未听说
过”。 但是， 在多项手续不齐的情况下， 却
还有20多位孩子在该园上学， 倘若发生安全
事故， 谁来负责？ 幼儿园的兴办涉及到多个
部门， 值得深思的是， 多个部门却管不住幼
儿园违规办学的现实。 这样不安全的现实还
将要持续多久？ 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可是容不
得半点闪失！

石家庄金马小学门口“门庭若市”， 各
种车辆各类人流水泄不通， 让孩子上学时在
车流和人流中穿梭， 学生家长情何以堪？ 难
怪有家长说： “城管这时候干什么去了”。
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 需要各个部门的联合
作为， 任何一个部门的不到位， 都可能导致
校园周边环境的不安全。

学校是教育教学的圣地， 学校周边的环
境会深刻影响学校里面孩子们的成长。 各个
部门在校园周边环境治理上的作为， 孩子们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这其实也是一种教育。
还孩子们一个安全适宜的校园环境， 需要各
个部门联合起来， 各尽其职。

（作者系湖南省浏阳市杨花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