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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期待严肃而有含金量的教育批评
【原文摘要】

教育上连国运，下连每个家庭，只有尽力
倾听各方批评和建议，不断吸纳更多智慧，才
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事实上，这些年来，
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正是在和社会舆论的良
性互动中实现的。但对教育的批评，尤其是诉

诸公共媒体的批评， 最好是严肃的和有含金量
的，才更有利于教育工作的改进，也更有利于不
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那种随意性极大
的、偏执的和情绪化的游戏式批评，不但降低了
公共批评的品质，也对改进工作无益，甚至成为
教育改革发展的负能量。

2015年12月18日1版 张金岭

9. 别被热点“舆情”牵着鼻子走
【原文摘要】

热点舆情事件经常能够挑动人们的敏
感神经， 但是一些所谓的新闻事实或舆情
事件似是而非， 背后是存在预设条件的。
如果预设条件不成立或存在问题， 整个新
闻事实或舆情走向就失去或减弱了应有的

传播价值。
预设是逻辑学的一个概念，又称前提、先设

和前设，指的是为保证观点、事实的合适性、准确
性而必须满足的前提。在舆论场纷繁复杂的环境
中，看待一个观点或事实时，厘清其预设条件，对
于认清事实真相，避免被“忽悠”，大有裨益。

2015年11月9日2版 杨国营

8. 免试入学不该有“特区”
【原文摘要】

在一些人看来，相对于“免试入学”，考试
分数是一个更能体现公平的标尺。 这样的说
法似乎有一定道理， 但将其置于当今教育改
革发展的大背景下，恢复义务教育招生考试，
既不符合义务教育法的要求， 也不利于义务
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身心发展和健康成长。

写入义务教育法的“免试入学”是一个普遍
和硬性的约束，不应有法外特区。如果有的免试，
有的考试， 素质教育、 均衡发展、 缓解择校等
美好的愿望就可能沦为空谈， 动辄“场面震撼”
也有负面的舆论效应。 今天的义务教育学校，如
何更好地去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而不是一味地
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这一点很值得学校管理者
深思。 2015年7月8日2版 汪明

7. 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也要向“钱”看
【原文摘要】

据调查，过去十年，教师工资绝对增长较
快，但相对增长缓慢。特别是在进一步规范办
学行为和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后， 由于配套不
力， 不少地方出现了教师薪酬明增暗降的现
象，严重影响了教师信心和工作积极性，也削
弱了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教师的工作压力

和精神负担也远大于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教育观
发生偏差，以及教育管理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精
细化，压在教师头上的“大山”多了何止十座？

在无法有效减轻教师工作强度的情况下，
实行教育公务员制度，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大
幅度提高教师待遇， 或许才是提升教师职业吸
引力的良方。

2015年7月3日2版 姚跃林

6. 是大学让我们变得平庸吗？
【原文摘要】

进入大学的我， 离之前那个构想中的自
己越来越远， 离那个曾经不屑和讨厌的自己
越来越近。 不是我， 是我们。 怪罪大学也许
显得有点推脱责任。 但大学就好比一个巨大
的鸟笼。 要想不被局限于这只鸟笼， 对每个
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一个如果你挑战成功

便可以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挑战。 但事实是， 大
多数人并没有打算和意识去挑战， 这样的消极
和妥协也阻碍了那些积极的因素去感染更多的
人。

最终， 我会说， 也许是大学让我们变得平
庸。 因为事实是， 我们每个人的无形参与， 造
就了大学这样一只鸟笼。

2015年6月22日5版 沈柯

5. 过去的中师
【原文摘要】

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忽然消失， 必
然会在该系统中引起链式反应。 中师作为教
育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消失后， 自
然会对教育系统的结构及运行产生影响。

作为一名教育人，笔者对中师心有依恋。
有依恋，就是不希望中师终结，不希望中师的

办学特色断档。 在这里只能提点希望：一是希望
“后中师” 在升格后不要丢了自己当年的看家本
领，因为那些本领，是让几代中师人领业内风骚
数十年的资本；二是希望“后中师”不要向高等师
范大学靠拢，办有自己特色的学校，比如，按照中
小学的实际需求制定教学标准，开设更多的选修
课，培养农村学校急需的“全科”或“多科”教师。

2015年6月18日2版 李曜明

4. 谁来捍卫儿童的“被遗忘权”
【原文摘要】

面对这些日后可能产生争议的“不雅画
面”，如何让孩子忘掉过去，健康成长，这便涉
及国际上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利概念———“被
遗忘权”。“被遗忘权”是指任何公民可以要求
把网页上可能会令人尴尬的内容删掉。“被遗
忘权”是人的一种权利形式，目的是保障每个

个体自由地健康成长。在儿童缺少主体行为意识
的前提下， 这些画面被成人有意炮制并推向网
络，这不就是对儿童的一种侵权行为吗？

如何从源头上回应儿童的“被遗忘权”困扰，还
孩子们一个没有暴力伤疤的童话世界，这不单单是
成人需要时刻反思的消费伦理问题，更是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法需要迫切跟进的公共治理问题。

2015年3月26日2版 刘涛

3. 别急着给高考改革定性
【原文摘要】

对于任何高考改革方案， 不能只看它是
否毫无瑕疵， 而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其有没有
进步意义。 如果有积极意义， 哪怕只是一点
点， 也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包容， 这是谈
论问题的基本起点。 否则， 高考必然陷入一
场困境。

坦率地说， 目前的高考改革远非完美， 改
革方案还需要审慎实施， 需要根据中小学和高
校教育教学发展的要求， 高度关切公众心声，
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优化。 但是， 任何改革都
不是一夜间或短期内成功， 因此， 不因噎废食，
不过早地给教育改革定性， 宽容地看待改革，
给改革一定的时间， 才是当下最需要的态度。

2015年3月4日2版 别敦荣

2. 请相信，这仍是一个拼能力的时代
【原文摘要】

消除“拼爹” 成为社会主流的假象， 必
须封堵“拼爹” 的各种制度漏洞， 让大学生
在更健康的环境中拼能力和汗水， 真正还他
们一个健康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欣慰地看到， 放肆的权力正被重新
关回笼子， “拼爹” 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有

些“拼爹” 成功的典型正成为“坑爹” 的典型。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 未就业大学
毕业生对国家有着良好预期， 七成多对“在党
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拥
有信心。 数字背后既有大学生对这个时代和社
会的信任， 更有对拼能力成为未来社会纯粹追
求的期许。 我们不可辜负年轻人心中的美好。

2015年1月15日1版 张树伟

1. 教育投入“全浪费论”站不住脚
【原文摘要】

教育在缩小贫富差距上确实可以发挥
巨大作用， 但不能由此倒推出贫富分化加
剧就是教育投入的过错的结论。 一些专家
对教育在改变社会不平等上寄予厚望， 甚
至有些恨铁不成钢， 这可以理解， 普通人也
多有同感。 但把因果关系搞颠倒， 那就有负

专业学养了。
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已步入“深水区”， 各

种矛盾错综复杂， 问题也层出不穷。 纾解这些
矛盾， 既要有静下来的耐心， 也要有解难题的
智慧。 专家随口抛几个激起网络舆论的话题容
易， 但要真正解决教育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恐怕不是信口开河就能奏效的。

2015年1月7日1版 顾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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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所谓“人人都有麦克
风” 的时代。 对于评论人来说， 这是
难得的机遇， 也是巨大的挑战。 说是
机遇， 是因为观点多元、 思维碰撞，
更容易擦出智慧的火花； 说是挑战，
众声喧哗中， 保持理性的态度需要更
足的定力， 发出理性的声音需要更大
的胆识。

有人说， 时评是易碎品， 短短一
篇千字文， 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洗涤、
思想的锤炼。 但愈是如此， 那些能够
不因时光流逝而轻易褪色， 能够深刻
在人们脑海中的好声音， 愈显出其难
能可贵。

“免试入学不该有‘特区’”“谁来
捍卫儿童的‘被遗忘权’”“提高教师职
业吸引力也要向‘钱’ 看”……盘点
2015年我们刊发的一些教育好声音会
发现， 它们之所以能葆有旺盛的生命
力、 持久的影响力， 源于一个共同的
基石： 理性。

理性意味着尊重事实。 年初， 当
个别社会人士信口抛出所谓“教育经
费全浪费” 的论调， 用权威的数据、
清晰的事实证明这种论调“站不住
脚”， 是一种有力度的理性。

理性意味着传递正气。 当有调查
显示， 为数不少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
认为“现在找工作主要就是‘拼
爹’”， 我们第一时间发出“请相信，
这仍是一个拼能力的时代” 的强音，
是一份有温度的理性。

理性意味着彰显专业。 2015年两
会期间， 在对浙沪高考改革乃至整个
高考改革方案的讨论中， 有人简单地
对高考改革方案予以定性， 粗暴地加
以质疑， 资深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别
急着给高考改革定性” 观点的提出，
是一份有高度的理性。

在我们这个时代， 理性几近成为
一种稀缺的品质。 在教育舆论场， 亦
是如此。 其实， 理性也好， 偏颇也
罢， 公众围绕教育热点展开的争议，
不同的是观点， 相同的是心情， 那就
是对理想的教育的渴求。

何谓理想的教育？ 学生、 家长、
教师、 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 媒体抑
或其他公众， 因为身份、 认知等不
同， 观点和立场难免有所差别。 但在
向着理想的教育前行的大方向层面，
我们应该能够达成一些共识， 比如减
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打破“一
考定终身”， 形成分类考试、 综合评
价、 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比如
教育资源配置向农村地区、 边远贫困
地区、 民族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 不
断缩小教育差距， 等等。

2015年适逢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
周年， 评估结果显示， 纲要确定的阶
段性目标任务总体实现， 各级各类教
育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教育改革全面
推进。 仅以2015年为例， 各项教育改
革亮点不断： 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全面推开，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启动， 地方性高考
加分项目大幅调减……桩桩件件都昭
示着改革的决心， 展现着行动的力
量。

虽然， 在奔向理想的教育的征程
中， 问题还有很多， 困阻依然重重，
但我们仍须大步向前， 古人有言“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今人也说过
“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2015年， 倏忽而过。 抚今追昔，
我们向过去一年中， 那些富有理性精
神、 充满建设价值的声音致敬， 向勇
于发声、 坚守理性的写作者致敬， 向
默默支持、 与我们一起捍卫理性的广
大读者致敬！

2016年， 以理性为精神圭臬， 以
专业为思想大纛， 以兼容为观点准
绳， 仍将是我们作为教育评论人的一
份不变的坚守与追求。 用理性声音呼
唤理想的教育， 我们矢志不渝， 并期
待与您携手同行， 见证中国教育的新
改革、 新进步。

众声喧哗， 一朝散尽； 理性之
音， 终将长存。

青年视野 时代声音
———盘点全国大学生评论大赛好声音

2015年6月8日， 由中国教育报发起、
中国教育报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 中
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协办的首届全国大学
生评论大赛启动。 半年来， 评论大赛得到
了广大高校的积极响应和全国大学生的热
情参与。 截至目前，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兰
州大学等100余所高校的2100余名大学生
注册成为大赛评论员，大赛共收到大学生评
论投稿6033篇，在中国教育报刊发14篇，蒲
公英评论网站刊发作品162篇。 一些高校如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杉达学院、湖南理工大
学、西南科技大学积极组织学生参赛并开展
校内的评论大赛， 鼓励在校学生关注时事、
观察社会、理性表达，效果良好。

从内容来看， 评论大赛的参赛作品多
是“我手写我心”， 针对高校如何完善管
理、 如何开展家庭教育以及文化热点问题，
同学们纷纷陈述自己的主张。 这些声音来

自青年的心， 可以看见微言大义中的时代
缩影。 “青年视野、 时代声音”， 这是首届
全国大学生评论大赛的出发点。 在将来，
评论大赛仍然要寻找这些属于我们时代的
理性声音， 让大学生通过观察、 思考、 表
达， 培养问题意识、 思辨意识和理性意识，
对时代有更清晰的辨析力。

当生活只是为了生存， 人生就只能平
庸地走到尽头。 大学生活并不是对职业生
涯的预热， 而是一座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不要把大学变为职业培训所》，
大同大学学生赵鹏

不管是作为昆虫植物学家的付教授，
还是作为人父的付爸爸， 或许应该对违背
了自然规律、 科学知识的童话情节， 如
“吃蜗牛的弹涂鱼” 宽容一些， 不要用“违

背科学” “违反自然” 这样严肃的科学态度
去斥责幼小心灵中“童话世界” 的美好。 或
许， 正是这条“吃蜗牛的弹涂鱼”， 成为了他
8岁儿子理想的开端。

———《科学的严肃能否兼容童话的美
好？》，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刘泽溪

对“创业班” 价值的考量不应仅仅局限
于“毕业生创业人数” 这一表面的数字， 如
若想提升创业的成功率， 把“创业班” 开在
社会上， 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先别急着向“创业班” 吐口水》，
南京大学学生宋婉宁

让座说到底是自觉的， 因其自觉的举动，
才显出道德的良善。 如果因别人不让座而指
责其不道德， 甚至恶语相向， 实际上是利己
主义在作祟。 披着道德的外衣做缺德的事，

是对道德的极大破坏和歪曲， 这种行为才是我
们最应当反对和谴责的。

———《道德岂能成了利己主义的“外衣”》，
浙江师范大学学生陈永斌

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 的时代，
一粒小石子也能激荡起一池涟漪。 在面对相关
事件时， 请少做即兴的道德评判， 多一份冷静
思考、 理解与宽容， 还网络世界一片祥和安
宁， 也为自己减少不必要的烦扰。

———《网络表达请少做即兴的道德评判》，
湖南大学学生吴惠萍

相比知识积累， 大学教育更重要的是思维
方式的学习； 相比规行矩步， 大学生更需要拥
有选择、 判断的能力。

———《学校对学生暑期实践少一些规定才
好》，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曹雪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