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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破除
“科学谣言”的
科学体系，使
真科学的种子
在社会上生根
发芽， 不断生
长蔓延，“科学
谣言” 生存的
土壤必会越来
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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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无意识比集体下跪更可悲
男儿膝下有黄金，女子膝下也不是粪土。乍一看到云南某中学一间教

室门外，数位学生（以女生为主）齐刷刷跪在过道边，相信很多人都感到痛
心，并严词抨击“逼迫”他们下跪之人；但随着媒体的跟进，“真相”日前被
揭开：下跪的学生是因为玩游戏输了受罚。对此，笔者非但没有释然，反而
感到一种更沉重的悲哀。

同学之间玩游戏，惩罚手段本应无伤大雅，是多么残酷的游戏需要以
下跪作为惩罚？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据当地有关部门解释，学生们不过是在
课间玩“真心话大冒险”，“玩输了的学生嘻嘻哈哈地跪在地上接受惩罚”。

即便这就是事件“真相”，学生们暴露出来的“无底线”心理也足够让
我们警醒。 用网络流行语来说，下跪学生可谓“节操碎了一地”，但他们貌
似并不以为耻，这或许正与当下的网络语境有关，“无节操”“秀下限”在一
些青少年心目中是个性、时髦的表现，暗合了他们青春期的叛逆心理。 在
这种扭曲心理的作用下，下跪这一丧失人格行为的耻辱含义被消解了，他
们堕入集体无意识，这比下跪本身更可悲。

这并非个案。 “白血病大学生集体下跪” “8岁男孩因犯错被罚跪”
等类似新闻近几年不时出现， 敲响了青少年人格教育缺失的警钟。 或许
我们可以说中小学生年幼无知， 那么更应该反思的， 是教师和家长： 是
否对孩子进行过人格教育？ 是否告诫过他们下跪行为的耻辱含义？ 自己
是否就是侮辱损害孩子尊严的始作俑者？

杨国营 文 王铎 绘

深度评论■■
■■

■■
■■

■■

多 用 智
力，少用体力；
多些能力，不
用蛮力， 这才
是一所现代化
大学该有的管
理风范。

校门口安全不能总靠
家长站岗
■曹灿辉

近日，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实验小学为学生
开通进校的绿色通道。将近400米长的通道上，每
隔几米就有一位家长执勤， 绿色通道所在的马
路上，没有一辆机动车在行驶，让5200多名学生
上学路上有了安全保障。（1月5日《齐鲁晚报》）

随着近年来我国私家车保有量的迅猛增
多， 一些紧邻公路的中小学校门口经受着交通
拥挤、秩序混乱的考验，特别是每天学生上下学
时，人多车多，学生安全状况十分堪忧。 这不仅
威胁学生安全，牵动家长神经，影响学校正常的
教学活动， 也给学生遵纪守法文明守规带来潜
移默化的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 要改变这种局面， 首先要开辟
校门口“有形” 的“绿色通道”。 一是交警部
门在上下学时间段， 增派警力， 在学校门口设
立专人专岗， 加大对校门口周边区域的值勤力
度， 确保人、 车有序通行。 针对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 家长反映较强烈的路段， 及时划定斑马
线， 设置减速带、 安全提示牌和隔离护栏。 也
可以设立“学生专用通道”， 在一定的时间内
仅允许学生通行。 二是教师、 家长轮流值勤，
协助城管等相关部门加强对上下学时校门口主
要路段的管理， 禁止占道设摊。 三是各班级可
“错时放学”， 避免家长接送学生时人流、 车流
过于集中。 四是家长引导孩子徒步或乘公交车
上下学， 家长也可送孩子到校门口即走。 五是
强化学生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 平时多练习走
人行道、 斑马线， 不乱横穿马路， 掌握应对校
门口交通安全问题的基本技能。

除了“有形” 的绿色通道， 开辟校门口
“无形” 的“绿色通道” 也很重要。 有关部门
要加强统筹， 明确责任， 科学管理， 在地方或
国家层面上明确规定学校和其他政府相关部门
对校门口交通安全秩序应承担的责任， 改变出
了问题学校一家担责的现状。 更要对其他政府
相关部门对校门口交通秩序安全的工作情况进
行考核， 让这项工作真正进入科学化、 常态化
的轨道。

总之， 若想彻底破解校门口交通安全秩序
问题， 必须同时做好校门口交通通道具体的规
划管理和提高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的认识这两个
方面的工作，“虚”“实”结合全面推进。
（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公务员）

科学缺席，“科学谣言”就会疯跑
■廖德凯

雾霾不散是因“核雾染”、 吃一碗
方便面要花32天解毒、 高铁辐射严重致
女性“不孕”、 瓶装水暴晒后有毒不能
喝……这些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说法，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它们都位列联
合辟谣平台、北京市科协、北京市科技记
协日前发布的2014年十大“科学谣言”之
中，也就是说，这些说法都是骗人的！

这些耸人听闻、披上“科学”外衣的
谣言， 涉及公众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或
关注的事物，给许多人造成了极大困扰，
也搞乱了人们对日常科学的认知。 更大
的问题是，“科学谣言”远不止“十大”之
数，诸如“香蕉艾滋病”“注射西瓜”等“有
根有据” 的谣言， 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
中， 甚至一个谣言就能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使相关产业从业者无辜“躺枪”。笔者
以为，要破除“科学谣言”，需要动员全社
会的强大力量进行打击。

“科学谣言”的可怕、可恶之处，在于
其披着“科学”外衣。 很多普通人科学素

养不足，辨别能力有限，出于“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的避害思维，甚少刨根
问底，追问究竟。 而公众的恐慌心理、从
众心理和心理定势，正是“科学谣言”的
传播温床，借助互联网强大的聚合、放大
效应，“科学谣言”容易迅速爆炸性传播、
病毒式感染。

根据“科学谣言” 形成和传播扩散
的特点， 要对其进行抑制和消除， 必须
在社会上形成科学的对抗系统。 具体来
说， 应当形成学校加强科学教育、 公民
提升科学素养、 专家及时辟谣、 法律适
时跟进的“四位一体” 科学体系。

谣言止于“教”。 学校的科学教育
是抵御“科学谣言” 的基础。 在网络
上， “科学谣言” 的传播者甚至制造者
中， 不乏学生的身影。 这说明在当前的
学校教育中， 科学教育还有着较大的提
升空间。 学校抓好学生的科学教育， 可
以夯实社会抵御“科学谣言” 的根基。
在现实生活中， 家长往往很信任孩子学
到的知识， 在科学方面愿意听取孩子的
意见， 当学生的科学素养得到提高时，

学生家长的科学素养也能水涨船高， “小
手拉大手” 能起到特殊作用。

谣言止于“智”。 公民科学素养是抵
御“科学谣言” 的根本。 “科学谣言” 之
所以泛滥， 根本原因在于公众缺乏科学素
养， 缺少“想一想”的科学观念、“问一问”
的科学思维， 结果被谣言轻易攻破心理防
线。笔者建议，应当在全社会创造浓厚的科
学氛围，特别是要利用公共传播媒介，以公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对生活中的常见科学
问题进行传播，让公众逐步提高科学素养，
凡事多问“为什么”，避免出现相信科学却
被“科学谣言”所骗的尴尬。

谣言止于“专”。 在“科学谣言” 的
传播中，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谣言发
端初期， 很难看到相关的权威专家出来
辟谣。 一些专家对很多他们眼中的简单
问题不屑于进行回应， 不屑于和“科学
谣言” 交锋， 害怕“掉价”。 但是， 在打
击“科学谣言” 的行动中， 专家的及时
跟进、 勇于担当必不可少， 对付“科学
谣言”， 就是要用真科学进行辟谣。 事实
上， 这是专家与公众进行直接交流， 塑

造专家良好形象的契机， 抓住这种为公众
提供科普服务的机会， 也有利于甩掉“砖
家” 的帽子。

谣言止于“责”。 这里的“责”， 包括
两方面内容。 一是在网上活动的所有人，
都应当具备基本的责任意识。 一些“科学
谣言” 的产生， 可能只是某位网友无聊时
的一个恶作剧， 但却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
和损失， 网友在搞恶作剧之前， 应当估量
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 而对于其他
网民特别是所谓“大V”， 对于类似的“生
活中的科学”， 至少应当明确其来源后再进
行传播。 另一方面， 国家法律应当及时跟
进， 对造成重大损失的“科学谣言” 制造
者， 及时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完成破除
“科学谣言” 的最后一道程序。

总之， “科学谣言” 的产生、 传播和
危害的形成， 有着复杂的社会、 教育、 心
理等因素， 根据这些因素， 打造破除“科
学谣言” 的科学体系， 使真科学的种子在
社会上生根发芽， 不断生长蔓延， “科学
谣言” 生存的土壤必会越来越少。

（作者系公务员）

别误读了“专科生
就业率超博士”
■郭立场

曾几何时，学历学位是个人发展的敲门砖，
“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不用理睬，
中专一边呆站”，没有高学历俨然就丧失了好前
途。 在“学历社会”的环境下，学历歧视屡见不
鲜， 通常认为只有拥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在社会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高学历甚至可以起到“一
俊遮百丑”之效。 然而，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的
《2014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
告》显示，专科毕业生就业率最高，达到96.88%，
其次为本科毕业生的96.65%， 硕士毕业生和博
士毕业生分别为96.58%和96.20%。 于是有媒体
反其道而行，据此拿“专科生就业率超博士”说
事，似乎博士生还不如专科生吃香。

高学历崇拜固然要不得，但把专、本、硕、博
等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的就业率相提并论，草
率得出“专科生就业率超博士”的结论，而罔顾
质与量的差别，显然有失偏颇，会形成一种错误
的导向。换言之，对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率
的统计数据不宜过于较真，更不能相提并论，简
单地以就业率来评价优劣并不严谨， 也不能说
明什么问题。 由于不同学历层次的人才培养模
式存在巨大差异， 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往往以
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学生就业率相应较
高，只是职业教育回归就业本位而已，不值得大
惊小怪。 相比专科生而言，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
由于读书时间较长，前期付出较多，就业期望值
也相应较高，多期望找到薪水更高、待遇更好、工
作更体面的职位，面临的选择机会也较多，择业
周期相应较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就业统计。

不难看出，不同学历层次之间在培养目标、
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就业去向、就业
质量、职业发展上亦有很大不同，即便是大数据
得出的统计结果， 也不能单纯以冷冰冰的数字
来说话，而是要科学分析数字背后的事实真相，
才能为个人选择、教育改革、社会发展等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可以预见的是，在转方式调
结构的经济新常态下，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逐步
推进， 各领域各行业对高端顶尖人才的需求旺
盛。高等教育应积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与时俱
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致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不断增强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其实，在毕业年度统计就业率，即便数据真
实，也未必能反映毕业生真实的就业状况。毕竟
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因素很多，能否就业、何
时就业、如何就业及就业稳定与否，并不能靠划
杠杠确定下来， 而是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区
别对待。高校毕业生绽放的青春，不能只有冷冰
冰的就业率统计，而是应有更多样的选择。媒体
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系统， 在传播活动中尤需
重视社会责任，求真务实搞好调查研究，不能被
“专科生就业率超博士”假象所遮蔽，更不能为
了所谓的“眼球效应”而误导公众。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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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校无比正确” 逻辑无比冰冷
■顾骏

2014年的最后一天，上海外滩不幸
发生游客踩踏惨剧， 三十余人不幸逝
去。 然而，就在这全国人民为此深深哀
悼之际，西安一所学院却在其官网首页
刊出《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
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的文章，让人惊
愕、愤怒之余，着实对这所大学能否教
育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大学生充满
疑虑。

仅看题目就让人难以接受的这篇
“奇文”， 是该学院对因为在平安夜封闭
校门， 禁止学生过圣诞节， 代之以集体
观看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片而受到
舆论批评的回应。 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发
生后， 这家学院似乎顿时来了精神， 好
像自家学生没有发生事故， 学校就有了

在公众面前“秀” 一把的资格， 完全不
顾全国其他学校没有在节日期间封门，
也同样安全进入新一年的事实。 借事故
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如此缺乏人文关怀
的大学， 如何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

该学院认为， 上海外滩踩踏惨剧发
生的外部条件是“几十年来在全盘西化
大潮的席卷下， 青年人已对西方洋节形
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 过节的方式也是
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 发
生惨剧的内在管理则是“中国的流行舆
论场大都主张大学对学生的管理应当
‘大撒手’， 美其名曰： 大学生已经成人
了， 让他们享受一切自由， 并承担由此
而带来的一切后果！”

该院言下之意， 好像踩踏事故的发
生， 一不是因为人多， 而是因为“过洋
节”； 二不是因为对游客大规模集结的

管理不到位， 而是因为大学生不受管教约
束。 笔者不禁要问： 难道中国传统节日就
没有人流集中， 或者集中了也不会发生踩
踏？ 难道没有大学生， 人口就不会集中
了？ 思维如此缺乏逻辑， 只会牵强附会，
在此种思维主导下， 办学者如何实施合理
有效的管理？

该学院先是借“弘扬传统”之名，行过
度管束大学生之实，继而又借“安全”之名，
为对大学生过度管束辩解； 既无视大学生
已经成年， 有权利也有责任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 又无视学校作为公共机构必须依法
管理，不能超越职权随便封闭校门，限制学
生行动自由， 从而干预大学生对是否过节
和过节方式的选择。如此缺乏法律意识，不
尊重法治原则的学院， 是该认真反思和检
讨自身的管理方式了。

正确对待外来引进文化， 主动亲近本

土文化， 这本身没有问题， 一所大学对此
有清晰意识， 也不是坏事。 值得这家学院
反思的是， 文化问题只能用文化的方式而
非采取强制措施来解决。 观看传统文化视
频如果完全交由学生自主决定， 那确实很
“文化”， 但如果要靠封门、 教师现场“督
阵” 来进行， 那离文化可就远了， 大学生
哪怕坐在银幕前， 也可能心有旁骛， 视若
无睹， 完全不走心。 学院管理者何不组织
动员大学生拿出创意， 开发些贴近大学生
特点和需求的传统文化活动项目， 让大学
生更多地主动参与， 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
这样做不仅可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还可以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岂不皆大欢
喜？ 总之， 多用智力， 少用体力； 多些能
力， 不用蛮力， 这才是一所现代化大学该
有的管理风范。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教师可弹劾校长彰显依法治校
■徐冬青

虽然我国 《学校法》 还没有出台，
但来自实践领域的制度创新实践却没有
止步。 日前， 北京十一学校的学校章程
引起了教育界关注， 特别是章程里面以
“教师弹劾校长” 条款为代表的诸多条
文引起了热议。 这一被称为开启了该校
依法治校新纪元的事件， 成为按照教育
部 《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 的要
求， 到2015年全国全面形成“一校一章
程” 格局的一个范例。 制定好学校的
“大法”， 成为当前学校管理者面临的一
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虽然十一学校的
章程带有鲜明的自身特点， 对于其他学
校是否具有普适性存有争议。 但仅就其
本身而言， 也给我们诸多启示。

通过办学章程的确定， 学校的领导
体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制度框架， 改变

了我国很多学校在领导换届或变更中出
现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的现象。 我国
很多地区每隔三五年的学校校长流动给
学校带来的“伤筋动骨”的影响，各种另
起炉灶、 推倒重来式的学校低水平重复
发展状态，追根溯源，在于学校缺少一个
基本稳定的治理框架。 而章程办学机制
的建立， 有助于解决这种因领导更换带
来的问题， 有利于积极引导学校新领导
采取“叠罗汉”式的累积性发展策略，从
制度层面保障学校持续稳定发展。

长期以来， 学校办学自主权不能落
实问题一直受到关注。究其原因，除了政
府放权的魄力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是微观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 由于这一
缺失，导致政府在放权时极容易陷入“一
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 政府放权需
要满足三个条件， 即学校做什么？ 怎么
做？如何评价做的效果？这三个方面的基

本框架要做到清楚、透明。而学校办学章程
的建立，在微观自我监督机制的意义上，满
足了放权的三个条件， 尤其是制度层面的
规范性建设， 使得学校自主权有了微观监
督机制的保证。权力结构配套完整，边界界
定清晰，运作机制程序公正，再通过学校内
部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理顺政府
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为管、办、评分
离的宏观治理变革夯实了微观组织基础。

学校实行章程办学有助于提升学校治
理之境， 即从原来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向合作伙伴或契约关系转型。 在这个意义
上，章程办学也就是契约办学或合同办学。
章程办学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形成学校
有效治理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机制保证。
因此， 章程办学是推动学校依法治教的一
个有效载体， 也是推动学校制度能力建设
的有效手段，更是学校谋划长治久安，避免
折腾和重复建设的有效途径。

上述几个方面也许是十一学校启动章
程办学给我们带来的有益启示。 但是， 要
保证章程办学不落空， 学校制度能力建设
是关键， 而这只有在制度创新实践中才能
得以实现。 学校制度能力建设不仅要看校
长的制度意识和运作能力， 也需要整个学
校恪守制度规范， 营造尊重规则的文化生
态。 这是一切制度真正得以发挥作用的前
提， 也是保证学校章程具有真实效力的基
本条件。

今年，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一校
一章程”的话，制度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匹配
的制度意识和文化是否到位，是章程办学是
否能够推行到位，而不至于沦为一纸空文的
根本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十一学校的章程
办学是仅具个案意义， 还是具有推广价值，
仍需拭目以待。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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