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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从尊重学生开始
■郭立场

昨日， 网友“小红” 发帖称， “海南师范
大学文学院强迫中文专业师范生全体顶岗支教
实习， 剥夺学生的选择权”， 希望讨个说法。
对此，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2012级中文专业师范生人数比往年少， 加
之学校安排了较多的顶岗支教实习名额， 如果
不要求全体学生参加顶岗实习， 就无法完成任
务。 （《海南特区报》 7月8日）

事实上， 凡事皆有因果。 学院这样做也是
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要完成学校安排的任务 ,
而学生面临毕业也都有自己的计划和考量， 这
似乎是一种“二律背反”， 学院与学生各自从
自身角度出发看问题， 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然而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其实， 学生并
不是排斥顶岗实习， 只是无法接受选择权被剥
夺的现状。 让学生顶岗实习本是件好事， 但学
院事先没有深入了解学生思想、 充分吸纳学生
意见， 反而采取行政命令式的粗暴手段强迫学
生参加， 这种陈旧、 僵化的做事方式， 违背了
学生自主选择权， 也损害了学生的切身利益，
最终陷入了“初衷良好、 方法僵化、 效果适得
其反” 的怪圈。

教育的秘诀是尊重学生。对学生而言，他们
渴望学校的认同与呵护， 更渴望能得到教师的
认同、欣赏和尊重。 践行“人本教育”，教育者要
把学生看成“完全平等的人”，懂得尊重学生的
权利，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在教育管理
过程中，要有足够的耐心，来不得半点急躁和冒
进。 俗语说“欲速则不达”，唯有静下心来、扑下
身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
恒，把握学生利益的诉求点，把握解决问题的关
键点，才能化解教育内部的矛盾。

学生是学校一切活动的主体， 而非被动接
受的客体。 随着学生权利意识的不断强化， 尊
重学生的权利， 保护学生的合法利益， 既是学
生对学校最基本的要求， 也是学校落实办人民
满意教育的责任。 尤其是大学， 应当有开阔的
视野和包容的气度， 在教育教学上更多一些开
放， 给予学生更多选择的自由， 让不同类型的
学生在大学阶段都能找到安身立业的方向和资
本， 拥有一个理想的现状和值得期许的未来。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师）

························································································································································································································································································

························································································································································································································································································观点

大学拿什么赢得学生

■刘涛

近日，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
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争夺所谓的尖
子学生， 仍然是应试教育的观念作
怪， 只能靠高分的学生来装饰学校的
门面， 没有任何的作用。 如果我现在
依然还是大学校长， 我会对状元说
“不”， 也会淡化高分的学生。 （《东
方早报》 7月7日）

每年高考成绩一公布， 媒体、 商
家、 中学、 大学便开始对“状元” 以
及“状元资源” 发起猛攻。 今年的情
节多少有些反常， 名校一跃成为故事
里的主角。

此前， 北大清华四川招生组在微

博上发起“骂战”， 相互诋毁对方
为了抢夺“状元” 不择手段。 面对
名校的抢夺生源大战， 教育部迅速
做出回应， 明确规定高校“不得在
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
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
议、 新生高额奖学金、 入学后重新
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
显然， 教育部所禁止的， 恰恰是各
大高校在招生宣传中有意兜售的
“诱惑条件”。 如今， “入学后重新
选择专业” 成为大部分学校招生宣
传的“标配”， 待学生入学后转专
业时却重重设限。

大学重视优异考生， 而且主动
走出校门， 其诚意和态度的确可
贵。 但是， 我们始终相信， 在大学
与考生之间， 一定存在一个由信任
和尊重拉开的公共距离。 如果这段
公共距离消失了， 那就意味着恶性
竞争的泛滥以及公共秩序的沦陷，
最终伤及的是中国大学的尊严。

大学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抢夺
“状元”， 到底是对人才的完整尊重，
还是依靠“状元” 来为学校“撑门
面”？ 从抢夺“状元” 大战中互相拆
台、 恶意攻击的残酷现状来看， 大
学“需要” 状元， 而且越多越好。
于是， 在大学眼里， “状元” 更多
地意味着一个有待占有的“猎取对
象”。 透过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画
面， 真相或许已经很清楚了。 用力
过猛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表象， 根本
上还是虚火攻心。

高校的思路非常清楚， 得“状
元” 者得“天下”， 而这“天下” 就
是所谓的地位。 或许源于不自信的缘
故， 也或许因为游戏生态的恶化， 名
校更多地依靠“状元” 数量来捍卫自
己的“江湖地位”， 这已经是媒体热
衷的新闻话题。 当高考“状元” 进入
一种巨大的消费体系， 抢夺高考“状
元” 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真人秀。

名校对高考“状元” 的恶性竞

争， 最终伤及的是高考的录取生态，
一定程度上会误导考生对学校和专业
的理性选择。 据媒体报道， 面对北大
清华同时抛来的橄榄枝， “家长坐地
起价要奖学金”。 一个尚没有跨入大
学“门槛” 的学生， 人生面临的第一
个重大选择不是理想和专业， 而是交
易和金钱，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媒体大肆炒作名校的“状元”
信息时， 一定意义上会传递一个错误
的信号： “状元” 似乎只有上了名
校， 才是有意义的“状元”。 要知道，
对于某些学科、 专业而言， 并不是一
两所名校全都最强， 这无疑会误导甚
至绑架高考“状元” 的生命理想。

其实， 抢夺高考“状元”， 暴露
出我们时代亟须回应的教育困惑。 一
方面， 大学的人才观念还是没有摆脱
“唯分数论” 模式。 大学似乎一直在
批评应试教育， 但在行动上却完整地
“臣服” 在应试教育面前， 何等讽刺！
另一方面， 大学使出浑身解数抢夺

“状元”， 说白了就是一场“品牌营
销”。 通过“状元” 来为自己“贴
金”， 这种风气久而久之， 不仅会扰
乱大学的治学思路， 也会限制考生的
专业与理想。

大学拿什么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尊
重， 当然是在治学理念和学术研究上
给学生最完整的承诺。 2015年6月，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 《2015中国
高考状元调查报告》， 通过追踪调查
1952-2014年中国各省份状元3000多
人的就业现状， 其结论是“状元成才
率低于社会预期”。 是时候反思我们
的大学教育了， 北大清华更应该反
思。 对于一个良性的育人生态而言，
选拔学生固然重要， 培养学生则更加
重要。 如果大学真正关注自己的形象
和声誉， 那就应该在教书育人上多下
功夫， 否则我们何以对得起那些在高
考独木桥上胜出的学子？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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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毕业礼物变了味

时下正值毕业季， 广州市顺德区的家长曾女士颇有些烦恼，
皆因女儿所在的幼儿园从6月中旬开始， 互送毕业礼物的活动就
没有停止过。 因为要给同班每个同学都准备一份礼物， 数量多达
38份， 曾女士女儿所在的班级， 家长少则花了近800元， 多则花
费2000多元。 （《广州日报》 7月9日）

毕业季通过互送礼物留念， 表达惜别之情， 这份心意本无可
厚非。 但如果过分看重毕业礼物的的经济价值， 一味追求数量和
高档， 则容易使孩子产生盲目的优越感， 滋生攀比心理， 不利于
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消费观， 同时也给家长造成了不必要的
经济负担。 盲目的攀比还使原本纯真的同窗之谊变了味， 弱化了
毕业礼物本身的情感价值。

毕业礼物的形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其背后承载的对童年的
美好记忆和珍贵的同学情谊。 家长首先应端正消费观念， 秉着节
俭的原则为孩子置办毕业礼物， 在“言传身教” 中培养孩子的良
好习惯。 与其在礼物的价格上花心思， 家长何不指导孩子亲自动
手制作小礼物， 在动手的过程中教会孩子更用心地表达爱， 这样
的礼物不是更有纪念意义吗？

焦以璇 文 焦海洋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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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大，容不下一方书店？

■邓海建

似乎没有人知道， “悦读时光”
的牌子什么时候换成了“重庆鸡公
煲”。 这家在南开大学西门驻扎9年的
书店， 在夏天到来之前， 悄悄搬离了
校园。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这些年，
大学里的书店， 就像被秋风扫去的落
叶， 日渐凋零。 2015年6月， 中国高
校传媒联盟开展了问卷调查， 覆盖全
国100所高校。 结果显示， 30%的高

校内不再有实体书店， 78.57%的高
校以教辅类书店为主。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 一城春
色， 美不过满城书香。 对于眼下
的高校来说， 满眼商铺， 却安放
不了一方书屋。 孔子有言， “兴
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华夏文
化中的耕读传统， 千百年来， 就
是和墨香四溢的书店相携而行。
按理说， 高校是文化人最多的地
方， 如果书店在高校身旁都“呼
吸困难”， 那么， 2015年政府工作
报告里的“书香社会” 概念 ， 抑
或十八大倡导的“全民阅读”， 如
何寻得最好的示范？

当然， 岁月流转， 书店也不是
铁打的营盘。 从当年的甲骨青铜、
竹木简帛， 到今时的手机APP、 微

博微信， 碎片化阅读让传播变得轻
盈的同时， 也更为浮光掠影。 “快
餐阅读”、 “浅阅读” 盛行， 去书店
逛逛反而成了奢侈的事情。 第12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 2014
年中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仅为
58%。 大众如此， 大学师生也不例
外。

不过， 高校里的书店， 总不能
与“鸡煲店” 同日而语。 一方面，
高校书店式微， 与实体书店命运多
舛的现实相呼应。 书店散场， 理论
上说， 也未必是挽歌一曲。 因为，
纸质书读少了， 可以看电子书； 实
体书店没了， 还可以网购。 但另一
方面， 高校里的书店， 又不是简单
的图书交易所。 它是一所高校的人
文地标， 对于引领阅读旨趣与价值

情怀， 构建高校健康的文化生态，
具有不容小觑的现实意义。 它就像
城市的报亭， 就像家里的书架， 虽
不起眼， 却是点睛之笔。 更重要的
是， 在餐饮店林立的格局中， 小小
的高校书店， 张扬了一所高校的风
骨与气质。 它的存在， 对于成长中
的大学生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思考
与提醒。

高校书店的衰落固然与网络销
售的兴起、 国民阅读习惯的改变密
不可分， 然而店租的上涨却是目前
校园书店维持运营的最大绊脚石。
在高昂的租金面前， 本已是微利经
营的书店最后不得不让位于餐馆、
复印店等高盈利性的店铺。 倘若高
校书店能得到租金上的优惠， 场地
上的支持， 或者办成公益中心， 甚

至像国外高校书店与亚马逊合作一样
寻求网络化生存之道， 也不是说就一
定要黯然谢幕的。 怕只怕， 很多大学
未必有这个心思。 再说， 高校评估也
没有书店这些硬性指标， 师生的读书
传统、 学校的人文布局， 不需要靠它
来撑门面、 拼政绩。 可见， 真要拯救
高校里的书店， 必得唤醒中国高校骨
子里的“爱书自觉”： 从制度设计到
理念共识， 真正意识到“读屏” 泛滥
之害， 像爱惜羽毛般珍视书店的存
在， 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和保护书店的
发展， 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和奖励， 并
将书店等纳入考核指标。 唯其如此，
人文书店才能重回高校版图， 而阅
读， 才可能成为中国大学生活的新常
态。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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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拯救高校里的书店， 必
须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和保护书店
的发展， 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和奖
励， 并将书店等纳入考核指标。

文化“寄生”
不该沾沾自喜
■李思琦

号称是今年暑期档唯一赛车题材的动漫电
影 《汽车人总动员》 从海报到角色造型都和皮
克斯热门动画电影 《汽车总动员》 系列非常相
似， 就连片名也只是多了一个“人” 字， 甚至
在海报上还进行了遮挡， 看起来和 《汽车总动
员》 一模一样， 这样超高“相似度”， 也引发
网友大规模吐槽。 （《中国日报》 7月7日）

对此， 国产动画 《汽车人总动员》 的导演
卓建荣则表示， 该动画片为独立创作。 所谓独
立创作即类似作品但为作者独立创作和完成，
则不能认定其抄袭。 这也是独立创作与首次创
作大相径庭之处。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比喻， 同为三角形的蛋糕由不同的糕点师独
立调制和完成， 即使外形相同或相似但不能称
其为抄袭。 但是换个角度， 不同糕点师， 用了
相同的蛋糕材料和制作工艺， 只是将它切成了
不同的形状进行新品推销， 恐怕将其视为抄袭
的做法也并无不妥。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汽车人总动员》 所谓
的“独立创作”，虽据作者说在作品内容上与原
作有较大差异，但无论是海报、人物设定的高度
雷同还是恶意遮挡片面文字的行为， 都无疑超
出了大众对于“一定程度上改变”的判断标准。

国产难道仅仅局限于本国生产？ 作为一个
国产动画的关注者，笔者不得不说，中国并不缺
少动画作品的创作元素， 外国引用中国元素制
作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影片的成功就是
对国产动画作品内容空洞的讽刺。 自家院内的
果实被他人摘取变卖实在让人感到不是滋味。
虽然近年的动画制作技术也在逐步提高， 但急
于脱离国产低层次的圈子， 国产动画更多的是
采用外国的流行元素和制作手法， 十多年前以
水墨画为中国特色动画创作的手法在近些年也
几近全无。并不是说我们只局限于创作中华风，
而是得天独厚的自身文化条件都不好好利用，
又谈何走向国际，本国特色都无法好好驾驭，
还急于求成， 只怕中外融会不成反落个邯郸学
步， 更有甚者还要背个抄袭的骂名。

似乎是意识到外来文化冲击带来的危机，
相关部门不久前也提出一系列剧目、 动漫的引
进限制，虽然此举能在短时期内缓和冲击，但缺
乏创造力和吸引力的国产动画市场， 即使失去
了外来冲击，恐怕也难以挽回受众的支持。由此
看来， 着力整顿新时代文化寄生岂不来得更为
必要和现实？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学生）

大学拿什么赢得学生的信任
和尊重， 当然是在治学理念和学
术研究上给学生最完整的承诺。

莫把“论文造假”归咎于论文考核

■顾骏

最近，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对1595人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2%的受访者指
出现在人才评价“唯论文化” 现象严
重，69.1%的受访者认为职称评审中对
论文数量的硬性要求不合理，66.4%的
受访者呼吁改变人才评价“唯论文化”
现状，让职称评审回归职业本质。

从数据上看， “民意” 一边倒，
论文考核似乎成了过街老鼠， 但仔细

看看， 调查本身毛病不少。 在职业
生涯中最可能遭遇“论文考核” 的
是“研究生学历的人”， 只占了
6.5%， 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会被考核
的“大专或高职” 及以下的却占
32.6%。 考核不考核论文， 与他们中
的许多人何干？ 他们的想法到底有
没有合理依据？

按照网民年龄的大致分布， 这
些“高学历的人” 可能还在学校念
书， 根本没有经历真正的“论文考
核”， 充其量不过就是学校要求在读
研期间必须有论文发表， 因此可能
正处于“论文造假高发区间”， 他们
对论文考核的褒贬， 有多少不过是
出于个人好恶？

论文及其考核从来就是一件专
业活，不仅不写论文的圈外人闹不明
白，就是被人逼着写论文的人也不一

定明白，所以才会抄袭、作假或者抱
怨。论文本质上是个人研究成果的表
达方式，除非从来不搞研究，一点没
有想法，否则怎么会做了好多研究却
写不出论文呢？“工作太忙”根本不是
理由，因为越忙越需要研究，研究越
多，体会也自然越深，如此有材料却
表达不出来， 除了实在不会写作，那
就只有怠惰可以解释了。不用论文来
考核一下，怎么知道你工作用心不用
心，创造力有多高？

关于论文造假， “60.0%的受访
者归因为当下学术评价体系盲目追
求论文的数量和级别， 58.0%的受
访者归因于论文与职称评定和职务
晋升挂钩， 44.1%的受访者认为论
文造假源于学术氛围腐化， 33.4%
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论文评审制度
不科学， 15.4%的受访者指出写论

文评职称的人往往没时间搞科研”，
更是完全的皮相之论。 怎么不见归
之于“个人和社会诚信缺失” 的？
从“地沟油” 到“网上假货”， 奸
商唯利是图永远是第一个原因， 难
道在论文造假上， 当事人都清白无
辜得像一张白纸？

固然， 迫于考核压力而造假的
不在少数。 但一则并非所有遭遇考
核压力的人都去造假了， 就像并非
所有生活困难的人都去违法犯罪了，
个人如何选择摆脱压力的方式， 肯
定同个人的道德水准有关， 不能无
条件宽宥犯错个人的责任。 二则面
对压力只能采取“造假” 逃避的个
人多少在能力上有不足之处， 别人
做得到的， 他何以做不到？ 差距不
就出来了吗？

这份调查报告及其调动的“民

意汹汹”， 其实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痕
迹。 中国人自古相信“做者不说， 说
者不做”。 会表达的说去写去， 干活的
人只管干去。 其结果之一就是那么多
创造发明， 因为工匠们既不会说， 也
不会写， 最后失传， 更无法形成有逻
辑体系的理论科学。 传统文化的重大
缺陷及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难道不应
该引起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实
现强国梦的中国人的自我警醒？

论文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论文则
是万万不能的。 总体上， 多些论文总
比少了好， 有了数量， 有了写论文的
习惯， 再去提高质量， 改进写作能力，
才算有了基础。 工作不动脑子， 既没
有想法， 写不出论文， 还一个劲地抱
怨， 甚至造假之后还振振有词， 那才
叫毫无道理。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多些论文总比少了好， 有了
数量， 有了写论文的习惯， 再去
提高质量， 改进写作能力， 才算
有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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