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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难出贵子？
@傻瓜豆子xy： 清华大学教师晋军通过调查发

现， 学校层级越高， 寒门学子比例越小。 个人家庭背
景决定你能接触到资源的多少， 决定了你的学习环
境， 也决定了你的眼界和见识。 在现代信息社会， 眼
界和接触资源的广度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成
长。 差距客观存在， 却不是我们不努力的借口。 其
实， 登顶回望， 攀登的过程都是自己的财富。

生二胎写保证书是不幸的暗示
@宋振韶：夫妻为生二胎，给大宝写保证书：保证永

远第一喜欢你。保证书透露出大宝内心的安全感严重不
足，换句话说，大宝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爱。大宝的问题未
解决，夫妻计划着生二宝，可以预见，这个家庭未来困难
重重。祝福孩子可以学到有益的学问，超越家庭的局限，
领悟到幸福的真意。保证书只是不幸的暗示！

给留守儿童更多关爱
@朱永新：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一直是倍受关

注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日， 有报告称农村住校留守
儿童的心理健康整体堪忧， 孤独感强。 面对数量庞大
的留守儿童， 父母一方应尽可能陪伴， 如果由于各种
原因父母确实都无法陪伴孩子时， 需要指定监护人。
监护人应该有明确的条件， 如年龄、 教育程度等。 另
外， 能否规定父母一方必须伴随孩子生活， 如果因为
不能外出打工造成生活困难的， 财政适当给予补贴。

罚跪孩子不如反思自身
@23号笨笨： 江苏一小学生考试成绩差， 父亲罚

其在寒风中下跪， 画面让人心疼。 孩子成绩不理想，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光孩子有问题， 家长和学校更要
负主要责任。 平时不闻不问， 等考试了才发火教训，
有何用处？ 要依孩子自身的情况来进行教育， 家长的
付出足够多时， 再适当对孩子做一些惩罚， 真的不应
该让其跪在楼下。 我很怀疑这样的处罚， 能让这孩子
以学习为乐吗？

半开卷考试，不要少见多怪
@揭业超同学： 厦大嘉庚学院一教师尝试“一页

开卷”， 允许带小抄考试， 限一张纸， 内容只能是公
式、 定理。 很多人误以为是纵容作弊， 其实这是北美
大学通行的做法， 其实这种半开卷的做法对学生的知
识掌握往往是最好的。 半开卷让学生在复习过程中涉
猎更广泛， 归纳繁多公式就是认真备考的过程， 把大
脑空间释放出来学习更多的知识， 学生学到的是应用
又不是死记硬背、 生搬硬套， 况且能明显减少学生作
弊现象， 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别让“惯”念害了孩子
@不羁何求： 最近大学已陆续放寒假， 浙江一大

四女大学生寄脏衣服给母亲洗， 据说这样“孝敬” 娘
亲的还不少。 大学生即将走上社会， 没有自理能力和
独立自主的意识， 原因之一就是让家里人给惯的， 从
小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为人父母的都会张口就来， 可
真正做到的很少。 不会吃苦耐劳， 只会变得越来越懒
散。 到大学时期还这样的话， 那简直就是悲哀了， 别
让“惯” 念害了孩子。

校服可以有 天价校服真不能有
@欣湘冰奕：近日，浙江温州某中学的新款校服刚

刚推出就引来了热议，校服费一共1680元，共8套14件。
很多家长说，虽然单件算起来都不算贵，但一次性买这
么多有必要吗？会不会造成一些困难家庭的负担？回想
我上学的时候，有一套好看、拿得出手的校服，就已经
心满意足。如今看到了一些学校的改变，但一年8套校
服、近两千元的花费，是不是又有些矫枉过正了呢？

为定制奖状点赞
@Honey点点点： 长沙一小学的休学典礼上， 56

名学生56张奖状， 每个学生都收到了“私人订制” 版
的奖状。 小小的奖状在孩子心中有大大的作用， 并不
是只有学习好的孩子才可以拿奖， 每个小朋友都有自
己独特的一面， 这种做法可以让每个学生的优点都得
到认可， 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闪光点， 让他们知道
需要往好的方面发展。 孩子需要鼓励， 定制奖状不是
给个人贴上标签， 而是更有利于培养出孩子的个性和
健全人格。 以上网友言论摘自微博

办办中中学学生生赛赛事事 显显校校园园足足球球魅魅力力

22001155年年中中国国中中学学生生足足球球协协会会杯杯比比赛赛将将在在厦厦门门举举办办
东道主简介：

福建厦门是中国足球的重镇， 厦门远华队
见证着这里曾经的足球辉煌。 2008年，厦门蓝狮
宣布解散，厦门的职业足球历史告一段落。但厦
门人依然保持着对足球的热忱，特别是近些年，
厦门的校园足球始终在坚守中发展， 在希望中
砥砺前行，成为厦门足球新的闪光点。

2014年， 在第12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足球预
选赛小组赛中，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代表福建
省参赛，以4胜2平的不败战绩获得小组出线，这
也是福建省中学生足球队首次打入全国学生运
动会总决赛。

厦门二中的前身是英华书院。 20世纪末，英
国传教士在鼓浪屿创立了英华书院， 并把足球
运动带到了厦门，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华
足球队也一直是华东地区六省一市足球传统强
队。 英华足球队的另一项传统就是学业和踢球
兼得。球队中不但涌现出了大量足球人才，还培
养了卓仁禧、洪伯潜这样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院士。

一、 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的概况

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 (以下
简称中体协足球分会) 成立于2004年4月，
是国家教育部门学生体协联合秘书处下
属负责足球项目的专门机构， 拥有全国20
多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一百多所积
极开展足球运动的会员学校。

二、历届“协会杯”足球比赛情况

协会成立11年来， 努力团结各省市会
员学校， 积极在全国开展足球体育工作，
在寒、 暑假组织各种国内、 国际中学生
足球赛事和基层教师培训工作。 协会先
后在上海 、 广西 、 江苏 、 广东 、 海南 、
云南组织了协会杯比赛， 已举办了十几

届高中比赛 （锦标赛或协会杯赛）、 三届
男子初中比赛和一届女子初中比赛， 共
有来自辽宁等二十几个省、 市、 自治区
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学生9000人
次、 数百支学校队伍参加了协会主办的
国内赛事。

三、2015年“协会杯”足球比赛基本情况

本次比赛共有48支队伍参赛 ， 分初
中、 高中两个年龄组进行， 今年特邀台
湾的一支高中球队参赛。 考虑到学生期
末考试以及春节等多方面因素， 确定比
赛日期为2015年2月6日—14日 （2月5日参
赛队报到 ）。 比赛期间 ， 还将配套举办
“全国中学基层足球教练员培训班” 以及
参赛学生文艺联欢活动。

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对参赛
单位、 参赛资格做出规定。 参赛队伍是获
得本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上年度中学生足
球比赛前三名的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
分会的会员学校， 或经中学生体育协会足
球分会审核通过准许参赛的会员学校， 报
名必须以一所普通中等学校、 中等职业学
校 、 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为基本单位参赛 。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文化课考试成绩合格 ，
遵守学校各项有关规定， 具有正式学籍的
在校学生。 各参赛队均以所在学校为参赛
名称， 参加高中组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均属
同一所学校的1996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
读、 在籍高中学生； 参加初中组比赛的运
动员必须均属同一所学校的1999年9月1日
以后出生的在读、 在籍初中学生。

2015年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 （初、 高中） 比赛将于2月6日在厦门开赛， 届时将有来全国19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台湾新北市立清水高级中学的48支初中、 高中队
伍参赛。 这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 首次举行的全国性中学生足球赛事， 是提高校园足球普及水平的具体举措。

主办单位：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 厦门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高
中
参
赛
队
三
十
二
支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
北京西颐中学
福建厦门二中
河南郑州九中
河南实验中学
广西南宁一中
甘肃兰州大学附中
重庆杨家坪中学
广西钦州一中
广东深圳翠园中学
宁夏银川高级中学

湖南长沙雅礼中学
河北邯郸一中
海南海口灵山中学
湖北武汉十二中
辽宁大连十三中
福建厦门科技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广东广州番禺中学
宁夏永宁回民高中
重庆七中
辽宁沈阳回民中学

山东师大附中
甘肃靖远二中
山西大学附中
湖南长沙麓山国际学校
北京八一中学
广东广州五中
浙江杭州绿城足校
台湾新北市立清水高级中学
辽宁大连四十八中
山东济南七中

初
中
参
赛
队
十
六
支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
福建厦门二中
河南郑州二中
河南郑州九中
河南实验中学
山东济南甸柳一中

重庆杨家坪中学
山西太原四十八中
甘肃兰州华侨实验中学
重庆七中
广州恒大足球学校
山西大学附中

北京八一中学
广东广州五中
陕西师大附中
湖南长沙雅礼雨花中学

@动物屋320：我在想跪拜到底是多失面子的事？如果把跪拜只当成礼节，
而不是自尊的代表，那向先贤表示必要的礼节不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祖先给了
我们血肉，在祭拜时需跪拜；孔子给了我们真知，充实了我们的灵魂，是不是也该
跪拜感激？

@一眼便一世：为什么总是看表面？传承文化、敬仰先辈并不是一定要表现
在外在啊，一味地搞形式主义，难道这样就真的对教育有帮助？拜托还是现实一
点吧！

@小女子不快乐：为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尊崇孔子，因为封建统治阶级需
要儒家思想中的一部分理论来奴化和统治百姓， 所以有时候传统文化中也有不
好的内容，我们需要的是取其精华，而不是全盘接受。孔子本身并不比老子或其
他学说创始人崇高多少， 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再推崇和后人在此基础上的完
善才有了今天的儒家文化。

@千年老人参1111：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现，对文化的传承更
需要必要的形式。跪拜只是表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有点文化的魔茶张：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还是有区别的，文化传统落在传
统上，有延续性和依赖性。自己都承认是文化传统了，若不是从封建时代那里延
续下来的，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赵查理

1月30日， 网友发帖称， 河南省
平顶山市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不仅要
求全校学生向孔子像下跪磕头， 还规
定在校学生清晨5点必须起床诵读
《道德经》、 《孝经》， 不少学生对此
怨声载道。 该校罗姓校长表示， 学生
跪拜孔子像确有其事， 但“他们对祖
宗圣贤的崇拜是油然而生的”， 学校
并未强制要求学生下跪。 （1月31日
《新京报》）

目前， 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真正
在重建亲密的关系： 中小学有了系统
的国学教材， 民间私塾和经堂遍地开
花， 孔子学院也和国外大学合作。 只
是， 传统文化既有仁者爱人的一面，
也有酱缸文化的一面， 故此应当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 但说起来容易， 做起
来难。 宝丰的学校大概就犯了这个毛
病， 让学生向孔子像下跪磕头， 美其
名曰油然而生的崇拜。 报道中的事实
是， 有网帖称， 就在去年， 学校曾让
学生集体跪拜孔子像， 没有跪拜的学
生会被校方在大会上严厉批评。

下跪磕头和读经学习没有直接关
系， 这种“仪式” 更多的是一种非平
等关系的体现。 为了自外而内强化社
会、 宗族和家庭的秩序， 下跪就成为
社会公认的典型仪式： 下跪磕头是最
无助的姿势， 一是身体要比对方矮很
多， 二是向对方暴露身体脆弱处。 这
意味着放弃身体的主动权， 把自己交
给对方任意处置， 以此表达心理层面
的臣服， 并期待对方能够怜悯自己。

无论是宝丰高中让学生跪拜孔子
像的偶像崇拜， 还是秋风等新儒者带
弟子在孔庙行跪拜大礼的复古， 亦或
是不少国学院读经院举办的所谓下跪
拜师的表演， 表面上跪拜的都是孔子
等先贤， 实际上在跪拜的过程中， 老

师摇身一变成了先贤和学生之间的媒介，
获得了解读经史子集的权威。 可是， 学
生完全可以自学典籍啊， 在教室坐着读，
在床上躺着读， 在马桶蹲着读， 在网上
玩着读， 都是允许的， 也都能习得知识。
换言之， 要求学生向偶像下跪的人， 潜
意识里就是想获得媒介的地位， 好叫学
生对自己言听计从。 接受采访的校长认
为： “教育的本质是立德树人， 不仅是
分数， 分数是外在的， 立德树人做好了，
分数就一定能上去。” 看似立意高远， 说
什么教育的本质是立德树人， 但其后面
的逻辑则十分不通， “立德树人做好了，
分数一定能上去”。 这大约就是网帖所
说， 学校要求诵经的原因是“校长认为
读经能上北大清华， 读完学渣变学霸，
学霸上清华”。

如果真的是学生自愿， 无论是读经
还是下跪， 人们还都可以容忍。 问题是，
学生并非自愿， 全由学校做主，嘴里说着
取其精华，思路其实却十分糊涂，往往吸
收其糟粕， 变相剥夺了学生的尊严和权
利。教育的行政化弊端与传统文化的媒介
权威联手，学生成为“实验品”，为了学校
心目中的高考“乌托邦”耗费大好青春。而
且，传统文化一般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在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过程中完善
自己，修炼成为君子，或曰士。学校把读经
等传统文化当成勇闯高考独木桥的功利
化阅读，已经谬之千里了。恐怕对高考没
多少帮助，对修身养性，也就是培育合格
的社会公民，也没有益处。

学生读经或许是好事， 但过度行政
化的干预反而容易让糟粕死灰复燃， 值
得警惕。 俗话说， 经是好经， 都让歪嘴
和尚念坏了， 比如要求学生下跪磕头。
校长和老师在带领学生读经时， 应当先
扪心自问， 我是歪嘴和尚吗？ 这样才能
尽最大努力取其精华， 而非纠结于磕头
等外在形式， 才能真正古为今用。

（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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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海洋 绘

一周舆情榜（1.25-1.31）

排名 新闻事件 报道量

1
湖南大学违规办理研究生转学
相关责任人被追责

250

2
上海政协委员吁减少“屌丝”等
网络语言污染

250

3
90后大学生调研城管3年不再偏
激

205

4
我国每年人工流产达1300万人
次 大学生成主力军

196

5
农村学生寄宿之痛:老师称闻味
道就能辨出住校生

163

6
清华校长陈吉宁任环保部党组
书记

161

7
武汉一高中生获180万奖学金
学校位于阿联酋

144

8
努力能否上清华北大引热议
家庭背景或成主因

138

9
四川一对夫妻生养11个孩子：
“存钱不如存人”

130

10
四川一中学班主任用电线抽打
学生被处理

115

消除偏激和狭隘乃教育要旨
■张以瑾

做教育人一定要关注社会变
化。 相对于物质的丰富和技术的进
步， 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变化是
“人心” ———人的想法和活法多了，
不同想法和活法的人也多了。 这带
来了社会创新的活力， 也造成了共
同生存的难度。

因为想法不相同， 利益不一
致， 跳出个人立场和偏见， 学会
“切换” 自己的视角， 尽可能全面
地看待他人和世界， 就成为我们适
应多元社会生活的重要素养。 否
则， 我们就会被狭隘的见解、 偏激
的思想驱动， 无法化解与他人， 与
社会以及与内心的种种对立。 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需要教育， 需
要有一种由外而内的力量帮助我们
克服狭隘和偏激， 最终成为里外都
融洽的“社会人”。

上周， 一则题为“90后大学生
调研城管3年， 态度不再偏激” 的
报道引起很多人对“偏激” 的反
思。 今年23岁的大学生张贵生过去
也是个“愤青”， 在“城管与小贩
问题” 上坚信“一切都是城管错”。

然而， 在和同伴们经过长期调研
后， 这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学生， 不仅同情小贩， 也开始同
情城管， “这都是城市发展必然
会遇到的问题”， 问题根源在于
目前的行政执法管理模式。 他们
在研究报告中列出8个具体问题，
并建议政府转变“励业管理模
式”， 把小贩视为对社会有用的
职业加以引导和管理， 而不是
“城市污点”。 这项研究引起了长
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相关部门
还举行专门的对接会， 与课题小
组交流探讨小贩管理问题。

在这篇新闻报道后面， 除了
一大片喊“正能量” 的赞誉， 还
有不少掂得出分量的评论。 对于
张贵生自我反思的“偏激” 问
题， 很多人感同身受。 网友“陈
堪已被占用” 说， “年轻人都应
该这样子， 少些谩骂， 多些作
为， 可惜现在‘喷子’太多”；网友
“Carfield630”说，“选择站队，一边
倒就不对了———是要促进矛盾解
决，而不是让矛盾激化”。

有意思的是， 尽管有很多人
乐于承认自己是“愤青”， 但同

时又非常反感“喷子”。 “愤青”
与“喷子” 究竟是不是一类人， 也
许还有争议， 但在心态上， 两者都
有偏激、 容易走极端的特点。 什么
叫“偏激”？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
“思想、 主张、 言论等过火， 有失
平允”。 一个人通常很难发现自己
的偏激， 但在社会交往中， 没有人
会喜欢那些固执一端、 毫无反思精
神的人。 大学生对城管的认识从偏
激到公允， 由排斥到同情， 这种心
态的变化得到舆论的普遍认可， 说
明了一个道理： 偏激的观点没有市
场， 偏激的主儿没人缘。

只有不偏激的人， 才能心平气
和地为人处事， 才能更好地在社会
网络中与他人建立合作共赢关系。
今天， 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 都越
来越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个性自由
以及自主批判的意识和能力。 从社
会开放和创新发展的角度看， 这样
做没错， 但是如果忽略了培养年轻
一代团结友爱、 协作共识的情感和
能力， 其结果必然是增加个人生存
的难度和社会运行的风险。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 《自杀
论》 中指出， 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行

有赖于人们在分工与合作中形成的
“有机团结”， 这种关系一旦出现问
题， 人就容易产生绝望和崩溃心理。
很多社会问题是复杂而充满争议的，
很难有一个人人都接受的标准答案，
因为纷争难免， 共识稀缺。 从教育
的角度看， 引导学生分析问题， 认
识社会， 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多角度
的思维方式以及在不同观点之间进
行协商与共识达成的能力。 唯有如
此， 一代代年轻人才能带着尊重与
接纳、 团结与共存的心态走入社会，
才能把将来的社会建设得更为“宜
居”。
（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出品）

（中教舆情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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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跪拜 哪来这么多“油然而生”？
教育的行

政化弊端与传
统文化的媒介
权威联手，学
生成为“实验
品”，为了学校
心目中的高考
“乌托邦”耗费
大好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