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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管”学生
■张以瑾

经常有老师困惑地说， 现在不
敢“管” 学生。 原因有两点： 一是
现在的孩子“不服管”， 家长也不
愿意你多管； 二是教育越来越讲究
尊重和服务， “管” 学生好像不合
时宜了。

但问题是， 如果管学生会管出
问题， 那不管就不会有问题吗？ 还
有， 今天的父母和教师有没有搞清
楚， 在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上， 什么
样的“管” 是不合时宜的， 什么样
的“管” 是依然不可动摇的？

看看上周发生的热点事件，
“广西某高校学长男扮女装代学妹
考试”， “武汉13岁女孩以自杀逼
迫父母放弃二胎” 引起的舆论震
荡尤为强烈。 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能说是家长和学校“管多了”
造成的吗？ 事实上， 除了猎奇的
散言、 道德的评判， 绝大多数评
论都认为教育要“多管管”， “更
得力一些”。

不可否认， 现在的人们越来越
注重个性和自由， 社会生活越来越
多样和多变， 市场观念越来越深入
人心， 这些都给教育带来了更多的

挑战和不确定性。 师长尊严、 集
体主义、 知识权威， 这些过去远
高于个体的原则， 都开始放下身
段， 收起那种不容分说就要
“管”， 且认为“管你就是为你
好” 的任性。

我们相信， 这样的“管” 少
一些是积极的变化， 因为教育需
要为个性成长和自由创新精神留
下空间， 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
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主题。

但是， 如果教育彻底放弃了
“管”， 让年轻一代任意地理解个
性和自由， 那无疑从一个极端走
向另一个极端。 事实上， 自由离
不开规则， 而规则意识只有在一
个人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才能
很好地建立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
讲， 教育中的“管” 对个人和社
会都是极为重要的。

人人都喜欢自由行事， 但如
果在价值观形成的年龄段， 错误
地将自由理解为随心所欲， 或者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那就是
对自由的最大误读。 很多人以
为， 自由是一匹骏马， 骑上它就
可以纵横奔腾， 驰骋万里。 但事
实上， 它是一匹烈马， 没有过硬

的驾驭之术， 没有足够的自警自
律， 自由的马背绝对不是一个安居
惬意之所。 一个行为没有边界的
人， 必然妨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最终也会让自己陷入困境。 有些事
情， 无论多么寻常可见， 我们也不
会喜欢。 比如， 走在街上随手扔垃
圾， 走路、 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
公共场合大声喧哗， 做买卖以坏充
好， 考试舞弊， 学术造假， 做事总
想“拉关系”、 “走后门” ……我
们谴责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是因
为我们不想被别人的“自由” 侵
害， 期望别人像我们一样把自己
“管” 好， 按规则行事。

由此看来， 家庭管孩子， 学校
管学生， 最重要的就是树立规则意
识。 不讲规则只讲个性的人， 缺少
规则只讲自由的社会， 在现代文明
进程中注定要成为“异类”。

不少父母在孩子需要“管”
时， 总是很犹豫， 担心这样教出来
的孩子“容易吃亏”。 可是， 往往
就在家长犹豫的时候， 有些观念已
经在孩子的内心扎根了。 如果孩子
认为， 这个世界的“规则” 就是自
己的利益和喜好， 那么， 他们为什
么还要在乎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呢？

那个13岁的任性女孩， 为了让父母
放弃二胎而不惜“以死相逼”， 她显
然不明白， 尊重他人感受、 愿意与
人分享是人人都需要遵守的社会规
则。

对学校来说， 不仅要管学生，
而且要管得理直气壮。 当然， 前提
是明确管什么， 怎么管。 从认识上
讲， “管学生” 是对学校教育责任
的主动担当。 就在上周， 中办、 国
办印发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强调“立足
学生全面发展， 努力构建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如果始终把学
生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这样的
“管” 又有什么难为情呢？ 从行动上
讲， “管学生” 是对立德树人的具
体落实。 再好的理念， 最终都要看
能不能入脑入心。 教育者在认识到、
并承担起育人使命的时候， 还要紧
跟时代， 紧扣人心， 把“管” 变得
更灵活一点， 更时尚一点， 更柔韧
一点， 变得更能为年轻人所接受。
今天以及未来教育的成功， 就在于
培养既张扬个性又遵守规则、 既能
自我驾驭又能与社会融洽相处的一
代代年轻人。
（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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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期待南科大新校长
“有些政治地位”

■王石川

1月21日下午， 南方科技大学召开干部大会，
宣布广东省委关于新一任校长的任命决定。 经深圳
市委研究、 广东省委批准， 北京大学副校长陈十一
担任该校校长。 面对南科大这片“教改试验田”，
陈十一能否“复制” 当年领导重建后的北大工学院
的成功经历， 值得期待。 （《新京报》 1月22日）

南科大第二任校长陈十一的名字对很多人而
言， 相对陌生， 因为有朱清时校长珠玉在前。 其
实， 2010年， 时任北大工学院院长的陈十一就参加
了南科大召开的一次学术顾问咨询会议； 任职北大
副校长时， 他还兼任该校深圳研究生院院长。 陈十
一是“海归”、 中科院院士， 曾入选首批“千人计
划”， 除了参与创建北大工学院， 他还曾与北大同
事就该校本科招生问题向时任校长周其凤联名“上
书”， 建议学校打破“唯高考分数论” 的羁绊， 尝
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 的方
式。

基于此， 对陈十一的履新， 民众也应抱以期
待。 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是学者， 也是教育家，
那么陈十一会不会成为一个称职的教育家呢？

有个细节令人五味杂陈。 不少学生都是抱着对
南科大教育改革理念的认同进入该校深造的， 但有
学生对记者表示， 希望新校长能保持该校现有的教
学模式和改革方向， “一定程度上， 也要有些政治
地位”。 如果说期望中的前半部分是南科大学子最
朴素也最真诚的热望， 也是新校长不容推卸的责
任， 那么为何还希望他“也要有些政治地位” 呢？
基于现实体验， 上述期望的后半部分不外乎几种可
能： 新校长“有些政治地位”， 学生们与有荣焉；
新校长政治地位高一些， 更有话语权， 更便于为南
科大谋利益。 特别是在官本位思想仍颇有市场的现
实中， 校长政治地位高一些， 名气响一些， 社会影
响大一些， 确实好办事， 无论于私于公。

朱清时曾感叹“去行政化” 太难， 他和同事们
在招聘学校管理人员时， 有一个在另一所高校工作
过的小伙子来应聘， 人很精明， 南科大方面也很想
招他。 不过， 他一上来就说， “我已经是科级了，
所以我到你们这里来， 就算没有行政级别， 但是我
至少也得是副职部门负责人”。 朱清时就跟他说，

“现在没有这些位置了， 你这么聪明， 南科大需要
你， 会把你放在更重要的岗位上， 将来会有晋升的
机会”。 当时， 对方没有马上决定， 朱清时本以为
他会来，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南科大。 高校去行
政化之难， 由此可见一斑。

犹记得几年前， 北京一所名校的时任校长高调
反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 他认为， “中国目前以行
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 住房、 医疗、 政府谈话、
民间交流， 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 没这个什么都
干不了”。 该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 一般找北京市
教委有关部门， 主体办事人员是处长， 重大事情可
能一年麻烦一次北京市里的主要领导， 没有行政级
别就很难有机会见到领导。 连堂堂名校校长都有此
苦衷， 那些年轻而又直率的南科大学子希望新校长

“要有些政治地位”， 不是再正常不过吗？
朱清时本人也受困于行政化， 他刚出任南科大

校长时， 因无行政级别，有时会遇到尴尬。 比如有时
出去见相关领导，对方单位不知道他是什么级别，会
犹豫到底是安排局长还是级别更低的领导来见，很
怕弄得不对等。为了去除高校过度行政化，朱清时可
谓殚精竭虑。可如今，南科大有些学子却希望新校长

“有些政治地位”，这是否让人觉得悲哀？
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领导， 用朱清时的话

说， 就是高校变“官大说了算” 为“谁对听谁的”，
比如学术委员会由最懂学术的教授组成， 那它形成
的决议就应该照办。 去行政化的大方向是对的， 尽
管路阻且长， 我们期待南科大新校长陈十一有所作
为， 更期待去行政化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而这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

（来源： 中青在线， 原载1月23日 《中国青年
报》）

王铎 绘

“名校”办分校须防功利化倾向
■熊丙奇

最近， 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呈贡校区
在昆明成立， 这标志着有“超级中学”之
称的衡水中学走出河北省， 正式进驻云
南。 其实不仅是衡水中学，近几年来，不
少名校“连锁”办学模式风生水起。 北京
一些中小学名校就在北京乃至全国纷纷
办起分校。 在江苏南京2015年教育新布
局中，“名校办分校” 更是成为玄武区放
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主要方式。（中国之声
《新闻纵横》1月21日）

“名校办分校” 模式， 被认为是地
方政府、 名校、 当地老百姓、 地方教育
发展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多赢”。 对
地方政府来说， 引进了“优质” 教育资
源， 提高了当地教育“品质”； 对当地
老百姓来说， 获得了进“名校分校” 的
机会， 顺便带来学校周边房地产的红
火； 对名校来说， 可辐射优质教育资
源， 进而形成教育产业， 打造名校集
团。

可问题是， 目前的名校是教育名校
还是应试名校？ 提高一地教育质量， 引
进一两所名校就万事大吉吗？ 名校办分
校， 追逐的是升学率、 经济利益， 还是
真正的教育品质？ 貌似多赢的“名校办
分校” 模式， 在现实中如果围绕功利的
升学率和经济利益， 很可能破坏地方教
育生态， 而非改善地方教育品质。 这种
功利化的趋向， 在“名校办分校” 的过
程中，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不难发现， 现在很多超级中学、 名

校举办分校， 一招生就是几百 （小学）
或一两千人 （初高中） 的规模。 之所以
能有这么大的招生量， 一方面是这些超
级学校或名校盛名在外， 很多家长慕名
送子而来； 二是地方政府给名校所办分
校诸多政策优势， 如在招生、 收费上拥
有当地其他传统公办校或民办校不具备
的优势。 招生除了拿出一定的学位作为
公办招生外， 其余的名额全部面向社会
招生， 且可跨区域招生。 这些名校举办
的分校为尽快站稳脚跟， 常常把母体校
成就为超级学校或名校的做法移植过
来。 比如， 抢优质生源， 狠抓成绩、 升
学率， 这是目前基础教育办学最有“说
服力” 的指标。 这样一来， 引入名校并
没有为当地带来真正优质的资源， 反而
加剧当地的择校、 应试竞争， 高中阶段
引入超级中学更是如此。

地方政府引入名校办分校， 不是不
可以， 这也是借助外力发展当地教育的
一种选择。 但在引进名校时， 应注意以
下几点：

首先， 对名校进行遴选， 选择那些
具有先进办学理念而不只是围绕升学率
办学的学校。 毋庸置疑， 在当前的升学
评价体系中， 升学率引人瞩目的学校往
往被视为名校， 那些垄断当地最优质资
源的超级中学， 在各地引入名校办分校
时很抢手， 但这些学校的扩张恐会加剧
应试教育竞争， 而不是在当地倡导素质
教育。

其次， 坚持规范办学，让引进的名校
分校与其他本地学校享有一样的政策，当

地政府不能在招生、收
费政策上给这些学校特
殊政策， 从而制造学校
间的不平等竞争， 更不
能为体现引进名校办学
的正确性， 对这些学校
违背教育规定、 违规招
生、 狠抓升学率的做法
坐视不管， 把其搅乱当
地教育生态的行为错误
地视为竞争、创新。

名校办分校不能只
有名校之名如只是名校
贴牌， 而无实际内容。
一方面， 分校要在师
资 、 课程 、 教学要求
上， 与名校保持一样的
水准； 另一方面， 我国
现阶段的所有名校都应
在教育改革中进行积极
探索， 在教学中给学生
更多的选择权， 在校园生活中给学生更
大的自主空间。

再其次， 在发展基础教育、 提高基
础教育品质方面， 地方政府需深入推进
管办评分离的改革， 给所有学校 （包括
引进学校） 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政府只
负责保障投入和依法监管学校依法办
学。 这是改善教育生态的根本所在。 学
校的自主办学会让当地的学校多元发
展， 而不是千校一面。 引入名校办分
校， 如果当地学校还只是单一的应试教
育模式， 这种引入并无多大教育价值。

另外， 不能把名校办分校作为牟利
手段， 地方政府发展当地教育， 增加当
地优质教育资源， 促进当地教育均衡，
关键在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而不能靠
“以教养教”， 这会增加受教育者的负担，
也会催生各种教育乱象。 目前， 运作名
校办分校的动力主要是利益机制， 地方
政府必须从当地教育健康发展、 构建当
地教育良好生态出发， 制定科学的教育
战略发展规划， 不能把名校办分校功利
化， 为功利教育火上浇油。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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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李小文基金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 李江涛）李

小文基金成立仪式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旨在
推动地理学与遥感科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纪
念和弘扬李小文先生的高尚师德和科学精神。

李小文是我国著名遥感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
士、 北京师范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
主任。 2015年1月10日， 他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
逝世， 享年67岁。

2014年4月，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作讲
座时的一张照片在网络走红， 当时他光脚穿布
鞋、 低头念稿子， 网民称他为“布鞋院士” 和

“扫地僧”。

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表示， 李小文先生一生
执着于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 学校设立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基金主要是为感念李小文的杰出成就和高尚
师德， 让大家学习他安安静静做学问、 聚精会神育
英才的卓越品格， 支持和奖励那些在科学研究和教
书育人方面兢兢业业、 奋发有为的优秀教师。

据介绍， 李小文基金将用于支持地理学与遥感
科学的学科建设， 引进高层次教学科研人才， 培养
和造就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 支持人才
培养， 设立奖教金， 奖励师德高尚、 教学科研成绩
突出的教师， 扶持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者； 设立奖
助学金， 奖励和资助品学兼优、 执着科研的学生。

（上接第一版）

教育局长很为难：
拿什么留住优秀的教师

发愁的不仅是乡镇学校校
长， 还有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县市
教育部门。 2014年秋季开学，
湖南某县教育局长就碰到好几件
头疼的事。

几所学校校长向他诉苦 ：
一中的年轻教师暑假扎堆参加
省、 市高一级学校的招聘考试，
考上了10多名， 这几年好不容
易培养起来的骨干教师， 一下
子就流失了“半壁江山”。 而该
县第八中学校长直到开学两个
月了， 还在向县教育局打报告
申请调入1名教师， 因为教师流
失严重， 导致学校有些科目无
人上课， 有的教师一人兼两人
的课时任务， 任务最重的每周
达30个课时。

据该县教育局人事股统计，
仅2014年暑假， 该县就向其他

省市外调教师48名， 全部是
各学校的骨干。

这位教育局长说， 2005
年以前流行“孔雀东南飞”，
优质师资主要是往广东等沿海
城市流失， 但外调教师总数相
对不多， 并没有影响本地教育
的发展； 近两年， 由于农村教
师外流严重， 县教育局下文规
定， 县城3年内不得新进教
师。 但没想到， 近几年随着城
区“大班额” 问题日益突出，
周边城市新建了不少学校， 而
这些新建学校主要是公开招聘
有资质有经验的公办教师， 造
成每到新学期开学， 一些农村
学校的骨干教师就被挖走。 有
校长无奈地说， 农村学校就是
培养优秀师资的“摇篮”， 分
下来的年轻教师， 经过几年的
培养能独当一面了， 就很难留
得住了。

“深究其原因， 最主要还
是农村教师的待遇相对较低，
基础条件较差， 职称评聘及

评先评优机会少， 教师对自身
的职业认同感、 幸福感不强
等。” 该教育局人事股一位干部
说， 在农村学校， 特别是一些
村小， 办学条件较差， 生源少，
教师很少有机会评先评优评职
称。 普通的农村教师在职称评
聘上能评上中级已经很不错了，
鲜有普通农村教师评上高级职
称的。 加之农村空心化严重，
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把孩
子带到城区就学， 甚至从小学
起就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留
在农村的都是家庭条件一般的，
父母外出打工， 只剩祖辈带孩
子在家。 农村被整个社会边缘
化， 农村教师也遭受此冷落境
遇， 对职业认同感不强， 不能
安心在农村任教。 一些教学骨
干频频流向城市， 另外一些选
择考公务员或转行等。

近年来， 针对农村教师流失
严重、 农村学校教师短缺的现
象， 该县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
解矛盾。 一是努力提高偏远学校

教师待遇。 从2013年起， 县财政
每年列支500万元用于落实偏远
学校教师特殊津贴， 教师按学校
地理位置， 每人每月享受300到
500元的特殊津贴。 二是加快教
师住房改造步伐。 近两年共建教
师公租房、 廉租房项目40多个，
解决教师住房3000多套， 使农村
教师能以校为家， 安居乐业。 三
是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通过
向外引进高学历人才、 公开招聘
中小学教师、 补充特岗教师、 选
拔优秀初中生定向培养等方式，
加大教师培养力度， 加强自身
“造血” 功能。 四是创新教师交流
机制。 鼓励城区骨干教师下乡支
教、 助教， 开展“送课下乡 ”
“送培到校” 等活动。

然而， 这一系列举措只能缓
解当前矛盾，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实际问题。 这位教育局长呼吁：
“只有大幅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使
农村教师待遇远远高于城区教师，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师流失
的问题。”

教师流失困扰农村教育

上海高中学业水平考与春季高考合并举行
作文题为《时间使我们丰厚》

本报上海1月25日讯 （记者 董少校） 2015
年上海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高三科目） 暨上海
市普通高校春季招生统一考试今天开考， 这是上
海高中学业水平考与春考首次合并举行， 共5.4
万多名考生参加。

据介绍， 本次考试全部在标准化考点内进
行， 共设95个考点、 2255个考场。 考试共有3
门科目。 对于参加学业水平考的学生， 分值分
别为语文120分、 数学120分、 外语100分。 对

于参加春季高考的学生， 需额外各用40分钟完成
语文、 数学30分附加试题， 3门科目总分值为400
分。

今天中午， 首场语文考试顺利结束， 作文题为
《时间使我们丰厚》， 要求不少于700字。 复旦大学
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荣华认为， 这道题让每名
考生都有东西可写， 具有明确指向， 不容易偏题，
而包含独特生命体验、 时间印记的作文可以“跳出
来”， 有区分度， 是一道很好的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