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教评论
2016年4月21日 星期四 02主编：王亮 编辑：张贵勇 焦以璇 设计：王保英

电话：010-82296619 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

/ 漫话 /

据媒体报道，重庆市大足区一中学语文老师
布置了一篇《成长的烦恼》的命题作文。一对夫
妻在辅导儿子作文时产生分歧，从争吵升级到抓
扯打斗，最终请来了110民警。好事是他们这
一闹，孩子作文有了鲜活素材，坏事是孩子这下
真的有烦恼了。

一篇作文引发的
家庭“战争”

（一）

如果我问：“为什么最好的
医 院 收 治 的 都 是 最 难 治 的 病
人 ？” 估 计 人 们 的 答 案 是 一 致
的：“一流的医院条件最优越，
设备最先进，医术最高明，所以
谁家有了危重病人或绝症患者，
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那些响当当
的著名医院著名医生啦！”

的确，每个地区“最牛”的
医院收治的都是其他医院难以治
好的病人。老百姓看中的是这些
医院里的名医，而所有名医之所
以是“名医”，就是因为他们能
够治最难治的病人。这是所有名
医的价值和尊严所在。

那么教育呢？众所周知，至
少就中学而言，全国所有高升学
率的名校，无一例外的又是当地
高密集高垄断的“优质生源”学
校。这种现象其实我们早就习以
为常了；但和医院一比，我们是不
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难道名校
和名教师的价值和尊严就是靠教

“好教”的学生体现出来的吗？
医 疗 和 教 育 当 然 有 各 自 的

特点，但就从业者的专业含量
与职业尊严来说，应该有相通
之处，那就是面对的职业对象

（病人或学生） 越难 （难治或难
教），对从业者 （医生或教师）
的专业水平要求就越高。但我
们看到的却是，所有一流医院
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而
几乎所有一流的中学招收的却
是最好教的学生！

（二）

什么叫“好教”？我们似乎
还先得界定一下“优秀生”的含
义。简单地说，所谓“优秀生”
是指品学兼优的学生。但“品”
太抽象，无法量化，因此通常人
们说的“优秀生”往往指的是能
够用分数衡量的“尖子生”。这
类学生不但考试成绩优异，而且
往往天资聪颖。从升学的角度
讲，比起成绩平平甚至学习困难
的学生，他们更容易在中考高考
中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当然更

“好教”。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名校招

收的“尖子生”其实并不好教。
正因为这些学生成绩优异，天资
聪颖，所以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更
高，更富挑战性，所谓“高智商
的学生需要高智商的教师”，因
此“优秀教师”教“优秀学生”
是理所当然的，是“好钢用在刀
刃上”。

这个观点貌似合理，隐含着
的潜台词却是，对天资平平的孩
子和“后进生”的“提升”要容
易得多，对教师的要求也不那么
高，所以对一般学生来说，没必
要配备那么优秀的教师，这也是

“理所当然”的——我就亲耳听
一个名校校长对一普通学校的青
年教师说：“你这么优秀，却在
那样的学校守着那样的学生，说
轻些是‘浪费人才’，说重些是

‘糟蹋人才’。”
名优教师教“尖子生”的价

值当然不可否认。如果对名校的
评价标准不是简单地看其绝对的
升学率和升学人数，而是看其学

生的“增值幅度”，那么我们的
确还不能简单地说“优秀学生”
就更“好教”，因为“尖子生”
已经很出众，教师的主要任务不
是让其学好，而是让其好上加
好，出类拔萃。学生学习基础越
好，学习能力越强，学习天赋越
高，“提升空间”也就越来越有
限，教师让学生在其原有基础上

“增值”就更加困难。从这个意
义上说，优秀的学生的确有其

“难教”之处。
但目前中国对基础教育学校

的评价标准，事实上大体还是以
分数论英雄，以升学论成败。拿
这个标准衡量，“难教”的绝对
是 “ 后 进 生 ”， 而 不 是 “ 优 秀
生”。以高考为例，在普通学校
甚至薄弱学校，高一新生都是被
各级名校一遍遍“淘汰”剩下
的，这样的学校三年后哪怕有一
个学生考上大学都非常困难，如
果考上了应该是“意外”或者说

“奇迹”；而那些在招生中“掐
尖”甚至是用“收割机”大面积
收割最拔尖学生的名校，三年后
学生“成建制”地考上清华北
大，实在是理所当然。但是，我
从来没有听见过一所“高考辉
煌”的名校说过他们之所以“辉
煌”，是因为生源好。

（三）

我曾经在一流的重点中学教
过书，也在普通中学教过书；我
曾经教过生源最好的班——学校
为升学竞争而办的重点班 （当
然，名字不叫“重点班”而叫

“实验班”），也曾经带生源一般
的普通班，还带过集中了许多

“差生”的“后进班”。如果以升
学率的标准来看，教普通班和

“后进班”显然比教“实验班”
不知要吃力多少倍——前者往往
事半功倍，而后者往往“事倍”
还未必“功半”。因此，普通学
生和“后进生”远远比优秀生更
考验教师的综合素质。

有人可能会以“因材施教”来
肯定“好学校招好学生”的正当
性。可我要说，如果是大学这样
做有其合理性，因为高等教育正
是根据学生不同的知识基础、学
习能力和天赋资质施以不同的专
门教育，以培养出专门的人才，所
以大学分为“一本”“二本”还有专
科等等，这无可厚非。但我们这
里讨论的是基础教育。

什么叫“基础教育”？就是
对所有适龄孩子进行“基础知
识”的教育，其基本属性是公平
与均衡。所谓“因材施教”的原
则，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体现在
教师对同一学校同一班级不同特
点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教学方
法。换句话说，“因材施教”四
个字是教师的教学智慧和教育艺
术，而不是“招生政策”——在
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就把学生
分为三六九等，以“优胜劣汰”
的原则将学生“分流”到普通学
校、重点学校、一流名校等拥有
不同教育资源的学校。如果说靠
市场生存的私立中小学抢招优质
生源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用公民
纳税的钱所办的公办中小学也这
样做，实在是说不过去。凭什么
要把本来属于全民的公共优质教
育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让少数

“优生”享受呢？这哪里是什么
“因材施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

的教育不公！
是的，如此“因材施教”已

经严重远离教育公正，使名校和
普通学校、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悬殊。因为有了大量的名
师优师，又招收了大量“优质生
源”，学校在升学率上自然每年
都“再创新高”，这样的学校的
教师也自然凭着“突出的教学成
果”有更多的评上名优教师的机
会，于是这样的学校又吸引了更
多的名师优师和“优质生源”；
而普通学校特别是薄弱学校，则
留不住优秀教师，“优质生源”
也往往流失，学校的升学率自然
难以与那些名校相比，于是，想
调离的教师越来越多，愿意在这
样学校就读的优秀学生越来越少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而且这
种恶性循环还在继续。更可怕的
是，在某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事实上是在默认甚至纵容这种恶
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地方
都出台了许多遏制“择校生”的
文件和相关措施，但实际上“择
校生”现象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
烈的重要原因。

（四）

教育的良知告诉我们，所有
孩 子 都 需 要 优 秀 教 师 ，“ 后 进
生”更需要优秀教师。只有能提
升普通学生和后进生的教师才是
真正的优秀教师。如果一个教师
只能教优秀学生，他不是真正的
优秀教师。

我愿意重复一遍我的疑问：
“为什么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
是最难治的病人，而所有一流的
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教的学生？”

谁能回答我？谁又能破解这
个难题？

而破解这个难题，也许是中
国基础教育走向优质均衡发展的
希望所在。

（作者系四川省中学语文特
级教师）

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
李镇西

薛红伟薛红伟 绘绘

/ 一家之言 /

不久前，一起偶然的杀人案件，经过短暂的沉寂
后，还是让涉事院校成为舆论聚焦的对象。

在舆论场里，在校大学生的标签一直都比较显
眼。只要大学校园发生重大刑事案件，舆论的关注度就
居高不下。川师大案发生后，从最初单纯的案件信息分
析，经过众多网友的“众筹式联想”，案件的广度很快被
延伸开来：有人批评大学宿舍的室友关系，有人批评当
下的高校宿舍管理，有人批评辅导员制度，还有人批评
高校心理教育、生命教育以及学校安全保卫机制⋯⋯

痛定固然需要思痛，只是反思的范围要有个限
度。过度的反思，看似有其道理，实则加重了公众的思
想负担。显然，这样的担忧有点过度了。

大学生活的集体性质，决定了同窗数载要和室友
朝夕相处。同学之间友谊纯洁，在于他们之间很少利
益竞争。利害冲突少，造就的“室友情结”能够长期维
系下去。当然，世上没有事情是绝对的。在校大学生
室友间的冲突，个别时候也可能演变为伤害事件。比
如，十几年前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以及前几年的复
旦大学投毒案。不过，全国 2000 多所高校，十几年来
震惊全国的同室操戈事件屈指可数。如何看待极个别
的极端案件，是让在校生就此人人自危，夜里睡觉都怕
出现意外，还是从中懂得彼此相互尊重的重要性，更加
注重寝室关系的融洽，这显然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考
路径。适当的解读，有助于提高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意
识，明白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过度的解读，呈现的
则是心造的幻影，而这样的幻影一旦不能尽快摆脱，可
能影响更多人的心理健康。

每次出现校园恶性案件，总有人把悲剧的原因往
辅导员身上联想，因而这个群体也成了舆论批评的对
象。一般来说，一个辅导员联系一个专业一个年级的学
生。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再敬业的辅导员也很难和
每个学生成为知心朋友。学生出了事，学生工作需要反
思，只是辅导员不是算命先生，很难预先研判到恶性事件
的发生。若就此批评辅导员制度，未免过于牵强了。

反思变成批判，批判容易上纲上线，这样的思维定
式，在校园案件中也具有普遍性。就川师大案来说，一
个学生杀了同学，喜欢从管理制度角度反思的网友，自
然不肯把偶然的事件从制度漏洞中给剥离出来，对宿
舍管理、安全保卫制度以及课程设置，提出了诸多批
评。不可否认，任何制度都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制度
的宏观性约束，也无法让微观层面的问题全部被剿灭
于萌芽状态。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指望学校的管理
制度能杜绝一切意外事件的发生呢？

校园恶性事件发生后，高校管理者从中多做一些
反思和自省是必要的，但反思和自省要区分具体的案
件和普遍的现象。如果把个别的、具体的案件当成了
普遍性、常规性的现象，显然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客观
而论，川师案也不过是个案，不具有代表意义，反思可
以但不必过度解读。

渲染“室友矛盾”的现象，在于公众对案件的了解
比较有限。有限的事实、丰富的想象和惯性的思维，成
就了“谢室友不杀之恩”之类幽默调侃。幽默的调侃，
在某些时候被还原成普遍的危机感，造成了情不自禁
的过度解读。看来，要避免类似的过度解读，开展相应
的舆论素养教育是多么必要。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师）

没必要渲染
校园伤害案

刘海明

察
教育

观

我们都从基础教育阶段走过，上
过许多写作课，老师总要唠叨各式的
写作技巧。或许学生起先不愿按照老
师传授的技巧来写作，但在分数的“威
逼利诱”下，不得不妥协。从现实来
看，有些学生写母亲多会写“半夜背自
己去医院”，写读书总要营造个“茶香
与书香的交融”，仿佛脱离这般的都不
是好作文。

作家曹文轩表示，在写作文这件
事上，中国的少年预先被灌注了种种
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
械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
的纲领与方式，迫使他们将自己的身
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
活，然后睁大眼睛，根据几种空洞的
思维模式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人和
事。

而笔者认为，孩子们的眼睛哪里
还睁得大，我们已经人为地将一层厚
厚的纱布蒙在了孩子们明亮的眼睛
上。出题人每每在拟定一个作文题的
时候，便已经大致上有了自己的主观
判断，希望孩子按照这个思路来写，因
为这样的“出题人思路”是最安全的，
不会偏离主题，不会离经叛道。就是
在这样一次次训练中，我们向孩子们
灌输了一套有着特定价值取向的思
想。这本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孩子
会在“试错”性的写作中去揣测阅卷
人、出题人的意图，甚至会导致满篇

“谎言”的作文。
该如何反思呢？我们应该做的是

将孩子眼前蒙着的厚厚纱布摘下，让
他们去写最真实的生活，让他们去写
最诚实的作文。这样的作文，无疑比

现在矫揉造作、词藻泛滥的作文要亲
切，无疑比描绘得催人泪下的故事更
有生命力。

因此，我们应该撤去预先的价值
判断，让学生回归到最真实的生活中
去，让学生愉快地表达自我，不要再拘
束于技巧性的运用。当学生有了自己
的话要说，自然在长期的表达中会形
成自己的技巧和风格。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学生）

“最安全”作文蒙住了孩子的眼睛
林曦

为什么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而所有一流的中学招收的却是
最好教的学生？谁能回答我？谁又能破解这个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也许是中国
基础教育走向优质均衡发展的希望所在。

征 稿
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教育话题摆在你面前，你

没有及时写评论，等到事过了才后悔莫及。怎样
才能让这样的遗憾不再发生？如果我是你，我会
拿起笔或敲下键盘，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欢迎你对每天发生的教育事件发表意
见，欢迎你对身边的教育现象说说看法，欢迎你
对评论版刊发的文章展开争鸣。

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评论文章：话题有关痛
痒，语言干净利落，立场鲜明坚定，逻辑严谨缜
密，有锐气，有温度，接地气。

我们只有两个小要求：短文，字数在 1000
字左右为宜；不要一稿多投。好文章一经采用，
奉 上 优 厚 稿 酬 。 您 可 以 通 过 邮 箱 （jybpin-
glun@vip.163.com） 给我们投稿，或者登录中
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网络互动平台 （pgy.
voice.edu.cn），申请开通个人工作室，直接将
您的稿件发布在个人工作室里。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 中国人民大学
协办单位：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一、招聘岗位
副校长1名
学校处室主任
学科教师
招聘学科
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
理、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
通用技术、心理。

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生

物、政治、历史、地理、体育。
教辅人员
教辅岗位：行政、教务、招生、

校医等。
二、应聘程序
1.报名方式：
在海南华侨中学网站 www.hnqz.

net上的 《观澜湖学校初高中教师、教
辅人员招聘公告》 下方有详细表格报
名处，填写相关表格，发至招聘邮箱，

且快递相关资料至特定联系人员处。
2. 提交材料截止时间：2016 年 5

月4日 （以邮件收到时间为准）。
3.咨询电话：0898-66773986。
4. 应聘者提交的相关材料必须真

实有效，若有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即
取消录用资格。

5. 初审通过者，学校电话通知本
人，安排面试，择优录用。未进入面
试者，学校不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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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招聘初高中教师、教辅人员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观澜湖集团与海南华侨中学携手，在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合作举办“海南华侨中学观

澜湖学校”，旨在共同打造一所国内一流、具有现代化、国际化特色的优质民办学校。学校坐
落于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的观澜湖新城，2016年7月面向全省招生，是一所完全中学。

因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初高中优秀校长、处室主任、初高中优秀教师及教辅
人员。具体计划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