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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营造一个良性的、友
好的、正向的环境，掌握好批评
学生的诀窍和语言艺术，做到循
循善诱，沟通感情，触动学生心
灵深处。

四月初，福建泉州，路牌上的
“中国青少年艺术节大赛”的宣传
广告吸引了不少过往家长。这项赛
事，每年三月启动报名，在泉州办
分赛今年是第六年。但是，往届主
办方中的“中国艺术家协会”和

“中国教育事业促进会”，竟是刚刚
被国家民政部曝光的山寨协会。去
年，泉州报名参赛的选手达 1300
多人。（4月26日东南网）

山寨赛事，拥趸云集——与其
说是警惕性不足，不如说是虚荣心
作祟。交几百块钱可免初赛，主办
方对赛事“不了解”⋯⋯这样的国
家级、世界级乃至“宇宙级”的青

少年艺术类赛事，在我们身边并不鲜
见。这些年，骗子搭台、孩子献艺、
家长掏钱、证书加冕，青少年艺术赛
事市场之火，用网友的话说，真正是

“人傻钱多，速来”。说白了，这是
“周瑜打黄盖”的游戏：家长们需要
给孩子的才艺“盖章”；而“扯虎皮
拉大旗”的组织者总能满足这些家长
的“刚需”。于是一拍即合，“购销两
旺”。纵使山寨的尾巴露得很明显，
彼此也只是心照不宣。

唱歌跳舞也好，写字画画也罢，
凡此种种，皆为美育。蔡元培先生
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
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简言
之，美育不是一件华美的袍子，待价
而沽、交易展览；而是内化为公民的
审美能力与素养，成为个体气质与心
性的组成部分。德国美学家席勒认
为，人的生活有力量国度、伦理国
度、审美国度之别。力量国度靠弱肉
强食的自然法则运行，伦理国度靠社

会规范的强制维持，而在审美世界，
人们对于一切道德的服从，均来源于
自由人对于美的向往。一句话，发现
美、向往美、追寻美，是文明赓续的
不竭之力。

如果教育也适用马斯洛学说的
话，那么，经济基础扎实提高的当
下，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会，大力
发展美学教育，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今时今日，一个共识已然成型：国
家的发展，梦想的奠基，离不开美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进
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
养”。2015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

作的意见》，对新时期学校美育工作的
改革发展作了全面部署。意见提出，
到 2020 年，初步形成大中小幼美育相
互衔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互结
合、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学
校美育和社会家庭美育相互联系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可
见，小科目的美育，已被提上了大大的
议事日程。

只是，眼下粗放的美育虽然在社
会上“很有市场”，却只不过是在功利
化的路上一骑绝尘。近日，《中国青年
报》对 2000 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1.0%
的受访者确认近年来学校、家长和学
生对美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不
过，美育依然存在各种问题。调查中，
受访者指出美育三大问题是功利化
(50.0%)、课程形式化(49.3%)和被其他
课程挤占(48.7%)。这样的民调，符合
公众的感性认识：弹琴是为了考级拿
证，跳舞是为了提前招生⋯⋯家长掏
钱培养的“美育”，有几项不是基于“起

跑线焦虑”？此外，如果说城里的美育
教学还有“一亩三分地”，农村的美育
教学简直就是“无立锥之地”。比如有
数据显示，农村地区乡镇以上中心校
每校平均只有0.6个美育教师，这远远
不能满足美育课程要占全部课程 11%
的要求。

因此，美育教学的困境，主要在
两个层面：在学校，美育资源捉襟见
肘，课程朝不保夕；在社会，市场鱼
龙混杂，美育培养急功近利。对于教
育的优质均衡发展而言，美育是重要
的一环，也是薄弱的一环。

美育的小船究竟要驶向何方？
这个问题若不能准确作答，美育若不
能回归启蒙心性的初心，各类山寨赛
事，恐怕很难一朝绝迹。要净化市
场、规范教学，构建契合国情的美育
体系，将美育从市场化的路上拉回
来，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责无旁贷，
而家长与社会亦不可袖手旁观。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美育之路究竟该通向何方？
邓海建

/ 漫话 /

《南国都市报》日前报道，近年来，
网红逐渐从被网民关注的独特行为演变成
一种职业甚至一项事业。最近，网上就爆
出一位母亲因为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未来的
理想是当“网红”，不知如何是好。网红
即“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
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
关注从而走红的人。

实际上，每个孩子几乎都被问过“长
大以后你想做什么”，科学家、画家、工
程师、医生和老师等，是常见的答案。但
如果你的孩子说“我想当网红”，你会如
何回应呢？

“我想当网红”

要净化市场、规范教学，
构建契合国情的美育体系，将
美育从市场化的路上拉回来，
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责无旁贷。

最近，高校自主招生结果相继出炉，很多
重点高中也在公布提前录取学生名单。本地
的很多名校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庆祝，好不
热闹。我们看到，身强力壮的汉子拖着“热烈
祝贺某某学校再创辉煌”的移动牌匾，吸引着
路人的眼球；电视台移动字幕你方唱罢我登
场；更有“创意”者，则暗示、鼓动已经录取或
有望进名校的学生的家长，到学校指定地点
燃放烟花爆竹⋯⋯

说实话，每年这个时候，笔者的心情都会
有点复杂，为人们评价学校办学时缺少最基
本的理性而失望。

学校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优质生源，当然
可喜可贺，可以通过校内音频或视频系统，祝
贺考生本人，激发其他学生的学习热情。而
自我炒作就不一样了，这是片面的“教育政绩
观”在作祟，在有些教育行政管理者眼中，自
主招生提前录取的成绩是宣扬自身声望和

“政绩”的绝佳素材，乘机炒作可以实现“一俊
遮百丑”的目的。

对学生而言，中高考是人生重要的岔路
口，无论考前还是考后，考生的压力都特别
大。笔者当年参加高考前，四月底还有一次
考试，叫“筛考”，“筛考”是一种形象的叫法，
凡是参加高考的学生必须通过这次考试，否
则就会失去高考资格，十年寒窗也就白费
了。这是一种特别残酷的考试，幸而后来被
废止。反观当下，一些学校考试后大张旗鼓
地搞“火树银花不夜天”，这真是顾此失彼，有
违“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不放弃每一个孩
子”的教育理念。

这也说明很多教育者重视“术的精深”，
而忽略了“道的广博”。考得好值得表扬，但
也应关注根本没资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考
生或者落榜生。学校应该告诫学生，天道酬
勤，只要努力付出，鲜花和掌声总会到来。

再有，自我热炒“丰功伟绩”，危害显而易
见——助长极端功利主义教育观，引发学校
间攀比，助推择校风，加剧教育不公，甚至形
成灰色利益链等，严重危害教育事业的健康
发展。俗语说的好，“痒要自己抓，好要别人
夸”。时下进入一所学校，看一眼宣传橱窗，
经常有“学校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字样，显然，
前述自我炒作与“教育内涵式发展”极其相
悖。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学校自我炒作背后
是片面“政绩观”

段伟

/ 一家之言 /

笔者到学校采访时，常看到一
些教师在办公室教育学生的“镜
头”：有的在慢声细语地谆谆教诲，
有的气势汹汹地让学生反省，更有
甚者会声嘶力竭地训斥学生，一时
间办公室俨然成为“公审会堂”。

再看学生，或是一声不吭任老
师批评，或是面红耳赤连声检讨，
个别脆弱者则因承受力较差而不停

抽噎⋯⋯这还不够，有些孩子显然
已成为办公室“常客”，同时会受到
其他老师的“帮腔”数落。这一现
象，在农村中小学校尤为突出。

众所周知，在当前学校办公条
件下，除了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
老师一般不单独安排办公室，往往
都是按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教
研组来分，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
人共用一个房间。因此，这里不仅
是老师们备课、批改作业的办公场
所，还是与学生谈话的地点。

可是，有多少教师想过，在这
样的地方和氛围下教育学生，有时
候根本达不到良好的效果。为什么
呢？其一，众目睽睽下让学生无地
自容。犯了错误的学生来到老师办
公室，肯定会异常紧张，碍于面子
只想赶快坦白走人。尽管教师苦口

婆心施教，他们很可能没有心思认
真聆听教诲。其二，办公室谈话容
易加剧师生矛盾。办公室人多嘴
杂，有些学生因担心自己当众“被
曝光”而遭人嘲笑，根本不会与老
师坦诚交心。其后果，一方面让老
师误认为学生不可救药，另一方面
也让学生感觉老师不理解和体谅自
己，使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久而
久之，双方在交往中会更针锋相
对，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教师在自己的办公室教育学生
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这个看似正
常的做法，却在不经意间让学生受
到了伤害。

为 此 ， 笔 者 建 议 ， 教 师 要 进
一步转变教育观念，以科学有效
的方法把握学生心理，因势利导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现代教育理

论强调，教师在完成教育教学任
务的同时，更要尊重学生的尊严和
价值，尊重学生的人格和维护学生
的权利。当学生有了过失，特别是
自尊心受到严重损伤甚至完全丧失
上进 心 ， 感 到 痛 苦 和 不 知 所 措 的
时候，教师要善于做一个心理疏
导师，树立良好的“学生观”，摒弃

“权威”意识，建立民主、平等、和
谐的师生关系。同时，要积极营造
一个良性的、友好的、正向的环
境，掌握好批评学生的诀窍和语言
艺术，做到循循善诱，沟通感情，
触动学生心灵深处，做到让被批评
者乐于接受，而又对批评者不反
感。教师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可
让自己的批评热情而诚恳，让学生
不存戒心和敌意，教育便更具针对
性和可接受性。

教师要选择一个适合师生交往
的地方和环境。现在，很多学校都
十分注重校园文化建设，景点布置
无不赏心悦目。鉴于此，笔者建
议，教师们可以针对学生的性格特
点、兴趣爱好，或选择在亭台楼榭
下，或选择在花坛草丛旁，一身轻
松，边走边谈。在这样的场合下，
老师态度诚恳、和蔼可亲，学生精
力集中、没有压力，双方可以像朋
友那样畅所欲言、无话不说。如
此，学生的平等、幸福感会油然而
生，一种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由此
达成。这样一来，不仅体现出对学
生的尊重和爱护，而且也会让老师
感受到和学生心灵碰撞的喜悦与和
谐。相比起将办公室变成“公堂”
而言，育人效果的高下，不言自明。

（作者系本报特约通讯员）

忍看教师办公室成了“公堂”
胡乐彪

薛红伟薛红伟 绘绘

/ 网言 /

又到毕业季，就业与论文答辩成了让许
多本科生头疼的问题。按理讲，论文压力应
该更迫切，因为它关系到能否取得学士学
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在许多学生不
拿学位论文当回事——他们认为，反正迟早
会通过，学校还能不让人毕业？

更匪夷所思的是，毕业论文压力不在学
生，反而转移到指导老师身上。一般来说，
学生和指导老师是双向选择的，学生论文通
不过，指导老师不仅丢面子，还影响下届学
生的选择。于是，当答辩组认定一篇论文抄
袭时，为了照顾同事情绪，常以修改论文或
延缓答辩论处。也有指导老师觉得某学生论
文不像话，提前打招呼，答辩老师一般也就

“和谐”处理了。还有一个怪现象：老师找
不到学生，学生以考研、考公务员等为借口
不跟导师联系，临答辩胡乱拼凑一篇应付。
那么，为什么本科论文的问题如此普遍？

笔者以为，做任何事都要循序渐进，写
论文也一样。学生练习论文写作应有一个过
程，先通过写学科论文、学年论文打基础，
最后才写毕业论文。许多学校或者没有类似
规定，或者有规定而不严格执行。

许多学校对论文的选题大小、篇幅、格
式都有明确规定，形式要求比较严，内容上
反而放松要求。大而无当的论文很多，解决
专业问题的文章不足。有时，作者要解决一
个实际问题，可能 3000 字就足够了，但为
了符合规定，就要扩充到 5000 字，难免东
拼西凑。为了凑够字数与方便引用，学生只
好选择大的论题，有的选题几乎可以做成硕
士甚至博士论文。

论文评比也在比拼字数，以文科为例，
校级优秀论文不达到 1.5 万字，省级优秀论
文没有 2 万字以上，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评
比。学生只好稀释论文，四处“借鉴”观点
材料，结果加剧了抄袭之风。有人会问，不
是有论文查重吗？其实，抄袭也在翻新花
样，比如翻译国外的书籍或者文章，照抄老
书与旧论文，只要没有电子文本就检测不
到。学生不以抄袭为耻，拼接论文却轻松通
过的案例又起了坏的示范作用，学校的容忍
又助长了学生抄袭的“信心”。此外一个不
容回避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大学生的诚实
教育缺位了。

（原载4月26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为何本科论文猫腻多
雨茂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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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岗位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园林系系主
任、艺术系系主任、教学督导室主任各 1
名。

二、任职条件

（一） 品行端正，认同民办高等教育事
业，身体健康，精力充沛，55 周岁以下

（特殊人才可适当放宽至60岁左右）。
（二） 本科及以上学历，正高级职称，

具有相关学科专业背景和较强的学术研究

能力，在本专业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 5 年及以上高校教学经历，二级

学院院长 （系主任） 要求担任过本科高校
相关院 （系） 负责人，有较强的组织领导
能力，能全面负责院 （系） 的教学、科研
等工作；教学督导室主任优先考虑担任过
本科高校教务处负责人的应聘者。

（四） 全职住校者优先考虑。

三、薪资待遇

年薪 12 万-18 万元；免费提供 130-
150平方米精装修住房一套。

四、应聘程序

（一） 有意应聘者请将个人简历、工作
规划与设想、学历学位及职称证明、近年来
的科研成果、各类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复印件
发电子邮件或邮寄到人事处。请在邮件标题
中注明姓名和应聘岗位，简历投递时间不限。

（二） 学校初审通过后，邀请来校面
试，面试期间学校免费提供食宿。

诚邀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加盟我
校，共创民办高等教育事业辉煌！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诚聘
机电、艺术、园林院（系）及教学督导室负责人公告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是经国家教育
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位
于武汉市阳逻经济开发区。学校有20
余年的办学历史，在校师生2万余人。
现设有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药学院、
管理学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食品
工程系、园林系、艺术系等12个院
（系），有50余个本、专科专业面向全国
招生。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现诚聘
相关院（系）、学校教学督导室负责
人，具体招聘事宜如下：

学校网址：http//www.whsw.net 电子邮箱：boshizhaopin@163.com 联系人：李老师 朱老师 邮编：430415
联系电话：027-89647770 027-89646806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阳逻经济开发区汉施路1号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