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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哈佛录取的高中教师杨斯涵。 资料图片

月末谭

中国学者的八卦有点少
■高毅哲

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都作为整
体的比较对象， 那么两者的不同之处
一定很多。 如果单单说一下学界八卦
的丰富程度，给人的一个感觉是，跟外
国同行比起来， 中国学者的八卦好像
有点少。

这里的八卦可不单单指围观群众
最爱的男女关系之事， 而是包括除正
经科学研究以外的一切花边。事实上，
外国学界的八卦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其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比如一开始明明是搞科学， 最后
却近乎搞成神棍的， 这当然是伟大的
牛顿才干得出的事———牛顿先生晚年
几乎没干别的， 净研究上帝了———这
反而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再比
如打赌———外国科学家好像极其钟爱

打赌，像霍金先生，说话都得靠电脑，
惨到这份上了，还不忘跟人打赌天鹅
座X—1是否有黑洞， 最后输得一败
涂地，还愿赌服输，给赢家订了一年
的《阁楼》———和《花花公子》齐名的
成人杂志。就算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男
女关系， 外国学者好像也到了境界。
薛定谔这位物理学的超级大牛人，一
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物理，二是风
流，而偏偏他取得的最重要成就正是
在和情人缠绵悱恻时搞出来的。大师
的这段八卦， 给了后人无尽的遐想，
前些年还有一部叫《薛定谔的女朋
友》 的剧在西方上演， 据说还挺轰
动———当然了，时代不同了，社会道
德也在进化， 如果现在还有人这样
干，估计臭了名声那是跑不了的。

其实早几十年，中国学者的八卦
一点不比西方同行少。 民国时期的

刘文典， 人提起时必说他和沈从文跑
防空洞然后把对方损得一无是处的事；
说起胡适的八卦， 那怕老婆这一段肯
定是少不了的； 提起金岳霖， 他为了
林徽因终身不娶也是现在文艺青年们
快嚼烂的段子。

那么当世中国学者的八卦怎么就
少了很多？ 有两种可能。 一是真没有，
一是有了也只是小范围流传， 没传到
大圈子里去， 成不了围观群众口耳相
传的段子。

有人会觉得， 这不挺好吗？ 学者
就是安心搞学问的， 学问搞好就是了，
八卦那是娱乐明星搞的事， 学术界要
这些玩意儿干什么？

其实这种思维要改改了。 社会发
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科学、 科技分分
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加强学术界和
社会公众的沟通已然成为一个急迫的

命题。 这不是一个小事情， 现在让政
府头疼的一些事， 像PX项目、 转基因
作物， 在科学上都有定论或者实验支
撑， 奈何就是过不了公众这一关， 这
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展迟缓， 将
来的损失可是难以估量。

学者八卦对这些事情能有帮助？
那就要看八卦的作用了。 八卦说起来
都是鸡毛蒜皮的事， 讲的人图个爽快，
听的人图个乐呵， 但它还有“副作用”
啊， 某种程度上， 它是对学者个人形
象的丰富和再塑造， 它让老百姓觉得
亲切： 瞧瞧， 这帮聪明到脑袋不长毛
的人， 还不是跟咱们一样！ 从社会心
理上来说， 人们是乐于听有良好公众
缘的人出来讲道理的， 他们说的话，
也更易为公众接受。

中国现在有这样号召力的学术明
星，还是少了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学

者平时离公众太远， 肯定是原因之一。
现在的学术圈还是严肃有余， 活泼不
足， 跟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
加上丑闻也着实不少，公众对学术界的
信任度是有些折扣的， 碰见重大事件，
学术界的人出来说话， 明明说的是实
话，是有科学依据的话，但却总是被网
友拍砖，这样的尴尬是不能回避的。

这种尴尬，媒体也得反思。 现在好
多媒体报道起学者来，几乎个个都是鞠
躬尽瘁， 天天泡在实验室里不出来，好
像人生除了搞研究，就不干别的。 千篇
一律的报道模式，造就的是千人一面的
报道形象，至于传播效果好不好，那可
得另当别论了。媒体不妨多报些学者的
趣事、逸事，能被人津津乐道的事，也帮
着他们和老百姓之间搭搭桥———当然，
如果搞成狗仔队弄娱乐明星八卦的那
种搞法，就又做过头，跑偏了。

见过太多家庭教育失败的案例，凭借自己的丰富阅历，58岁的退休教师杨蕾：

“我想跟家长们好好说说”
■本报记者 唐琪

58岁以后， 退休老太太杨蕾开
始推销自己了。

工作时， 她先后在北京市旅游学
校、 十一学校、 十五中任教并担任班
主任、 政治学科教研组长。 1994年，
她还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那时候，
向来是别人求她办事的。

但现在， 她开始做“一辈子也没
干过的自我推销” 了。

她给自己化淡妆， 睫毛刷得一丝
不苟， 之前不认识她的人， 几乎看不
出她是个58岁的老太太。

她到哪都东看看西看看： “一看
到工会啊、 社区啊、 街道办啊我就上
去跟人家说， 我给你们讲讲吧？”

讲啥？ 值得下那么大功夫？
讲家长和孩子， 讲家庭教育。
30多年的教学生涯里， 杨蕾接

触了太多亲子教育失败的案例。 家长
们爱孩子， 却往往失方法、 失技巧，
反而和孩子之间树起高高的围墙。

积累了几十年的见闻， 杨蕾很想
“跟家长们好好说说”。 于是， 2013
年退休后， 她梳理理论书籍、 整理案
例， 按专题编写了一套讲座材料：
《孩子教育———方法和技巧决定效
果》。

依靠自我推销， 她打开了局面。
如今， 邀请杨蕾的单位越来越多。

“只要给个平台， 我就愿意讲，
周末休息日也没问题， 全国哪儿我都
愿意去。” 杨蕾说， “教育孩子这事
儿， 家长们是真着急， 我也真心想帮
帮他们。 这就是我退休以后的新事
业。”

让家长不愿散场的讲座

已经是下午1点50分了， 等到2
点， 在北京市大兴区图书馆， 杨蕾的
一场讲座就要举行。

女职工三三两两谈笑着从电梯出
来， “翘一下午班， 不错”、 “先听
听， 讲得不行一会儿咱逛街去” ……

报告厅差不多坐满了， 大伙儿依
然叽叽喳喳聊着天。

“每次开场前都这样。” 杨蕾气定
神闲地确认自己要讲的PPT。 按照以
往的情形， 等她一开讲， 听众的注意
力就会被吸引过来。

她对此有充足的信心， 因为她马
上要讲的家长和孩子的沟通技巧， 正

是很多家庭面临的难题。
讲座开始了。

“为什么孩子一上高中， 成绩一
下就垮了？” 一开始， 杨蕾就向家长
抛出这个问题。

这戳到了家长的痛处。 台下家长
的儿女们， 很多人单科90多分的成
绩升入高中， 第一次考试就掉到了
70多分。

杨蕾向家长们解释， 高一不是个
“坡儿”， 而是个很陡的“坎儿”， 知
识难度比初中难了很多； 带高一的老
师基本都是刚从高三班下来的， 出的
试卷虽然知识点是高一的， 但难度都
是高考难度。 她希望家长不要被孩子
突然下降的分数吓到， 更不能凭分数
就指责孩子不努力， 而是要帮助、 鼓
励孩子跳上这个“坎儿”。

台下有家长低声交流： “我女儿
就是这样， 拿着卷子回来还哭， 幸好
我没骂她。”

讲完学习， 杨蕾给家长们支招：
“知道孩子们‘对付’ 家长都有哪些
小招数吗？ 他们可厉害了。”

她拿自己带过的学生为例。 班里
几个比较淘气的男生玩得好， 整天粘
在一起， 学习成绩不是太好。 每天回
家以后， 他们都会趁家长还没下班偷
偷看电视、 玩电脑。 可是家长回来要
摸机器烫不烫呀， 怎么办？

于是， 他们“发明” 出一个办
法： 用毛巾包着冰块， 放在电脑、 电
视上， 美其名曰“物理降温”。 就这
样， 他们瞒天过海， “潇洒” 了好长
时间， 家长不知道， 老师也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 其中一个男孩玩得
忘我， 母亲一回家， 发现电视上怎么
摊着一块湿毛巾， 还在嗒嗒地流水，
抓个正着。 家长们一通气， 发现这几
个孩子都这么干， 这才把他们“一锅
端”。

“孩子们肯定不乐意家长和老师
‘联盟’， 但尊重孩子的同时， 该管的
还得管。” 杨蕾说， 多年来， 她都会
主动介绍孩子关系特好的家长们互相
认识、 保持联系， “这个孩子有什么
事不高兴了， 另一个的情绪和学习都
会受影响， 这个孩子有进步了， 另外
一个肯定也差不了”。

杨蕾还讲了高考减压、 孩子早恋
等家长们关心的话题。 两个半小时的
演讲结束了， 热烈的掌声后， 竟没有
人起身。 当主持人再次表示“到此结
束” 时， 才逐渐有人离席。

4名女士拿着本子小步跑上台，
围着杨蕾提问。 其中一位和女儿沟通
不畅， 急于咨询自己哪里做法不对，
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杨蕾一一解
答， 直到工作人员清场， 家长们才离
去。

“我有双重身份， 明白
角色转换的重要性”

每次讲座， 杨蕾都会问家长一个
问题： “您有多久没用温润的眼光注
视您的孩子了？”

这来自她的切身体会。 几十年的
教师生涯中， 她看到太多家长不知道
该怎么和孩子相处。

这其中甚至包括她的一些同事、
桃李满天下的教师。 她的一个同事，
常年教高三， 带出了无数优秀学生，
但自己的孩子复读了3年， 还考不上
大学。

还有个教物理的老师， 和女儿关
系很僵， 女儿死活不肯学物理， 这个
老师好几次硬着头皮去找女儿的物理
老师， 请其多多关照。

这些事让杨蕾特别痛心： “有的
家长忙于生计， 没时间和孩子好好沟
通； 而有的家长自己明明懂教育， 却
忘了最重要的一点———角色转换， 当
你面对孩子的时候， 你不能还停留在
自己的社会角色里， 用命令式的语气
和孩子对话。”

她冒出了开讲座的想法。 在和家
人交流时， 家人问她： “讲亲子教育
的专家多着呢， 你行吗？” 家人问。
杨蕾说： “要不我给你们讲讲？” 在
家里开了一场， 爱人、 父亲、 女儿都
说， 有点意思， 你去做吧！

“我是一线教师、 班主任， 和家
长交流多， 又有教师和母亲的双重身
份， 我明白角色转换的重要性。 我不
讲太多的教育理论， 就用丰富的真实
的例子来聊体会。” 杨蕾总结自己的
特点。 她不断修改讲义， 形成综合性
和专题性两个系列。 综合的针对0—
18岁孩子成长全过程； 专题性的则
根据受众需求， 按孩子的年龄段分成
3个专题。

讲座准备好了， 到哪去讲呢？ 初
期， 杨蕾在朋友圈子里讲， 慢慢地，
口口相传， 一些工会、 社区也邀请她
去， 从2014年到现在， 讲座已经办
了十几场。 这场在北京市大兴区工会
举办的讲座， 就是朝阳区工会请杨蕾
讲后推荐给大兴区的。

现在， 邀请杨蕾的单位越来越
多。 因为这套讲座， 她被聘为“中国
校园健康行动” 项目的首席讲师、 北
京市总工会牵头的“首都职工素质建
设工程” 的特聘讲师。 同时她也在右
安门街道办、 东滨河社区等基层单位
做公益讲座。

杨蕾希望能和更多的家长聊聊。
她一条一条翻着通讯录向记者介绍：

“你看， 这个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
公室， 和社区、 志愿工作很对口， 要
是能得到他们的推荐就太好了。”

杨蕾不在乎人多人少。 有一次某
单位下班以后， 就来了十几个家长，
她也认认真真讲了一场。 讲完后大伙
儿一起吃了个饭， 结果那顿饭成了

“答记者问”。 家长们有太多问题， 看
着他们那个着急的劲儿， 杨蕾就想，
这个事应该做下去。

和孩子有关的事绝不
袖手旁观

有一次， 杨蕾在街上遇到一对母
女， 母亲正高声吼骂着已经和自己差
不多高的女儿， 旁边人来人往， 女儿
的脸涨得通红。

杨蕾走上去， 对那位母亲说：
“听老太太一句， 你实在要骂， 到后
面那没人的小路上骂行不行？ 你也是
为孩子好， 可这种方式孩子脸上挂不
住的， 又怎么能有好效果呢？” 那位
母亲愣了一下， 说“您说得对”， 拉
着女儿走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 杨蕾在路上又遇
到了当时挨骂的小姑娘。 小姑娘主动
打招呼： “上次， 谢谢您！” 杨蕾看
着她， 没认出来是谁。 小姑娘支支吾
吾地说： “那次……我妈……”

“哦， 想起来了 ！ 没事儿没事
儿。” 杨蕾心里很欣慰。

“你看， 孩子的自尊心多强啊， 你
伤一次就是一次阴影， 但你保护一次她
也很受用。” 杨蕾感叹。 她说自己爱管
闲事， 遇到和孩子有关的事情绝不袖手
旁观。

教育自己的女儿， 杨蕾也有很多故
事可以分享。

女儿小升初那年考得不理想， 离杨
蕾任职的十五中学的初中部 （十五中分
校） 的分数线还差一大截。 不过， 按当
时的规定， 教职工子女可以无条件进入
其初中部读书。 女儿对此毫不知情， 只
是惴惴不安地等待结果。

要不要告诉女儿她考砸了， 是因为
妈妈才能读十五中分校的？ 这会不会对
孩子造成打击？ 杨蕾和另外7个情况一
样的同事商量： “咱们都知道罗森塔尔
效应， 就在这8个孩子身上试试如何？”

罗森塔尔效应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实
验， 又称“期待效应”， 指人们会不自
觉地接受自己喜欢、 钦佩、 信任的人的
影响和暗示， 期待和赞美能产生奇迹。

于是， 当女儿接到十五中分校的录
取通知书， 欣喜若狂时， 杨蕾紧紧地拥
抱她， 并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 一直用
这件事鼓励女儿“你很棒”。

奇迹真的发生了。 女儿有了“我能
考上十五中分校” 的自信， 努力学习，
3年后， 原本成绩处于中游的她考上了
比十五中分数线更高的一所名牌高中，
高考时又考上了8年制的临床医学专业。
在经历数轮淘汰后， 女儿获得医学博士
学位， 如今在北京一所三甲专科医院当
医生。

直到女儿大二时， 杨蕾才把当年的
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她， 并说： “这件
事既不重要， 也重要。 不重要是因为它
只是一次考试， 并不能证明你行还是不
行， 但重要的是你要明白， 人生的走向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小节点决定的，
妈妈只能帮你到某个地方， 以后的路你
要相信自己能行， 并且全力以赴。”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 至今女儿还常
常感念杨蕾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

“教育孩子效果如何， 起决定性因
素的， 往往不是懂得多少教育理论， 而
恰恰是教育的方法， 对教育时机的把
握， 以及细节和技巧。” 杨蕾说。

“陪考”老师被哈佛录取

“学渣” 们最近被一条新闻“虐” 得
很惨。 重庆巴蜀中学国际部高二班主任老
师杨斯涵， 最近获得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
录取资格和全额学费奖学金， 另两所名校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也向她递
出了橄榄枝。

这条消息迅速在微博热传， 网上先是
一片“羡慕嫉妒恨” ———“看看人家， 边
工作边准备都考上了哈佛， 正能量！”
“为什么学霸的人生总是这么轻描淡写，
一不小心就成了！”

不过很快， 质疑接踵而来。 其中一条
评论被多次转发———“你告诉我她是不小
心考了高分， 不小心填了十页左右的申请
表， 不小心写了个人陈述， 再不小心要了
至少三封推荐信， 还不小心递交了奖学金
申请， 最后不小心交了申请费和成绩递交
费？”

网友挖苦的正是这个“一不小心”。
将精心准备解读为“不小心”， 是当事人
的一种炫耀， 还是媒体的误导？ 查看报道
原文， 表述并无不妥。 杨斯涵老师没有说
过“一不小心”， 还分享了写申请的技巧。

部分媒体转载时拟出“一不小心” 这
样的标题， 至少出于两个原因： 要么是不
知道海外高校需要逐个申请， 而非考出高
分后就有名校找上门来； 要么是为了吸引
眼球， 无视新闻传播基本的“真实” 原
则， 把一件通过努力取得成绩的好事描述
成运气、 投机、 不劳而获， 以期获得广泛
传播和轰动效应。

若是前者， 还好， 只是无知； 若是后
者， 哀哉， 真是无耻。

盘点

杀入股市的中学生

大学生炒股已经不算新鲜事了。 《新
华每日电讯》 最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
查， 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中， 31%在炒股。

在牛市的诱惑下， 很多中学生也加入
了炒股大军。 据报道， 炒股的中学生里，
高一、 高二的占多， 本金大多是自己的压
岁钱。 这当中自然有人赚， 也有人赔。

北京十一学校高二学生秦汉 （化名），
从初三开始学炒股， 已算学生界的“老股
民”， 3 年赚了 12 万元。 他拿炒股挣来的
钱交过学费、 买过手机， 还给家里交过房
租。 两个月前， 秦汉和十多名同学成立了
“证券社”， 大家开个公共账户， 一起炒
股。

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学生炒股。
股市交易时间与学生上课时间基本重合，
关注股市会分散学生大量精力， “从中学
生的民事行为能力和人生阶段主要任务来
看， 炒股不该是中学生的菜”。

别说未成年的中学生， 就连成年人面
对真金白银的涨跌也很难淡定。 有人调
侃， 现在股市成了办公室的晴雨表， 大盘
红， 一个个乐开了花； 一旦变绿， 跟人聊
天都得小心点。

“老股民” 秦汉也说了， 炒股最容易
受影响的是情绪， 需要摆正心态、 理性看
待， “刚入市的同学， 明显心态会比较差
一些， 每隔一秒就要看一次盘”。 为不影
响学习， 他每逢大考时， 就会买比较稳妥
的银行股， 或者直接清仓， “即便割肉，
也不想受股市的影响”。

像秦汉这样收放自如的毕竟是少数。
哪儿那么多一不小心考上的哈佛， 哪儿那
么多一不小心赚到的钱？ 想跟风入市的中
学生们， 不妨先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窗边
飞过一只小鸟就得走神 20 分钟、 K 线轻
轻一扭腰就茶饭不思的体质， 如果真的这
样， 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功课吧。

（本报记者 唐琪 点评）

杨蕾把讲座当作自己退休后的新事业， 为此， 58岁的她经常扮上精致的妆容。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杨蕾说自己有丰富的教育实践， 有很多成功或失败的案例与家长分
享， 这也是她的讲座最能吸引家长的地方。 图为一场讲座办完， 家长上前
和杨蕾交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到股市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