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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 报道，开学没几
天，就有南京家长反映，孩子所在的学校一年级没
有开英语课。当地教育部门回复，小学一二年级英
语课不作要求，三年级正式上课。不过，家长们还
是“很着急”。

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现在的家长进步不
少：新学期开始，家长拿到新书后，懂得对照一下
课程表，研究孩子的课程设置，这是家校共建的必
要。但另一方面，家长发现周边的小学都有英语
课，而课程表“没有英语课”后炸开了锅——“感
觉是剥夺孩子学习的权利”。这种人云亦云也让人
意识到，家庭教育走向专业化还有很长的路。

在笔者看来，家长在教育理念上比较专业，体
现在两点：一是了解国家的教育政策，熟练掌握孩
子的教育规律；二是意识到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学
特色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从第一点来说，英语课
从三年级开设，一二年级不作要求，是国家课程计
划的规定。既然是国家层面的规定，就有着科学
性。有调研结果显示，约80%的家长认为小学一二
年级取消英语不会影响他们对英语学习的热情。这
一数据同样证明了该政策的出台有根有据。

具体到第二点，一些父母之所以“很着急”，
很大程度是一种盲从心态，觉得其他学校有英语
课，自己孩子的学校也该有英语课。但他们忽略了
一点，每所学校是不同的，每所学校的课程设置也
是有区别的。百花齐放的校本课程有助于推动教育
的多元发展，也给予家长们更多的选择。从实践来
说，这是教育的一个巨大进步。

当厘清了以上两个先决因素，就比较容易对新
闻事件做出较为专业的判断：家长的急切心理固然
可以理解，只是在小学一二年级不开设英语课的做
法同样需要被理解，毕竟国家课程计划本就没有硬
性要求，且学校师资有限，又怎能强求学校增设英
语课？

小学一二年级“无英语课”，竟然引发家长的广
泛争议，道出了教育减负难的症结。多年来，我们一
直呼吁给教育、孩子减压，让教育回归理性，却难有
实质进展。抛开制度制造的不公平，家长普遍存在
的认识错位，也是重要原因。

每个家长都有责任修正错误的教育观，也有必
要以更专业的视角来审视小学三年级前不开设英语
课的现象。一者，尊重坚持校本课程的学校。实际
上，与动辄迎合家长以吸引生源的学校不同，这样
的学校更值得尊重。比如，这所学校虽没有设置英
语课，却安排了生命安全课取而代之，通过这一课
程教会学生自求、自护，生命安全、抗震减灾等，
让他们远离灾害。从现实来看，生命安全教育不是
更加弥足珍贵吗？二者，不认可学校的校本课程，
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转学，而不是通过舆论压力来施
压学校，迫使其调整教学规划。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低年级不开英语课
何必惊诧

刘义杰

近日，论文成为“金标尺”这
一话题引发了笔者关注。虽然自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论文指
挥棒”“论文导向”的批评声一直
不绝于耳，且每年两会期间都有代
表委员对此积极建言献策。可时至
今日，“论文指挥棒”依然大行其
道，不禁令人咂舌。

依照常理而言，一篇高水平的
学术论文应基于一个科学发现或创
新的真问题，产生有实质性的、真
正的学术贡献，是科研工作者一种
有思想的学术表达，也是大胆创新
的一项系统工程。据此而言，学术
论文是对某一科学领域中的专门问
题进行研究后，规范表述研究成果
的理论性总结与展示，在创新性、
前瞻性、科学性和应用性等方面均
具备较高的质量水平，在科学技术
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也起到里程碑的

作用。
一件原本美好的事物，假如利

用不当很容易走向反面，学术论文
亦是如此。首先，以论文为导向成
为科研考评、人才考核机制的一种
方式，使一项原本自由自觉的活动
被指标考核所强迫，致使许多科研
人 员 在 “ 论 文 GDP” 中 迷 失 自
我。其次，完全跟着量化指标“指
挥棒”转，充斥其间的是人云亦云
的模仿、投机取巧的拼凑、陈词滥
调的翻新，抑或不知疲倦的抄袭，
而真正原始创新或透出新意的文字
寥寥。此外，量化评价一旦贴上学
术研究标签，模糊了学术研究的价
值取向，消弭了“论文意识”的真
实面目，对学术和科研浮躁之风反
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当前也的确出现了
“学术论文压倒一切”“以论文为唯

一标尺”“科研成果写在论文里、
锁在柜子里、放在仓库里”等不正
常现象。最终，反倒使整个科研创
新体系处于危险境地，科研经费

“劣币化”、科研成果“泡沫化”、
科研风气“功利化”，科研活动日
渐远离真正的科学思维，违背了学
术研究的初衷。

究其深层原因，知识市场的扩

张和科学 （不仅仅是技术） 的市场
化程度越来越深，一切学术成果都
面临着到“学术市场”上换取“文
化资本”进而换取优渥待遇的无情
考验。此种市场化逻辑主导的“学
术论文”加剧了其资本寻利性，极
易造成科研人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短视行为。毋庸讳言，大多数
科研人员内心的论文意识是复杂
的：既看重学术又难免功利，不自
觉陷入到功利化生产层面，致使学
术论文质量成为科技价值链上久治
不愈的顽症。

由此反观，关于“什么是学术
论文”应成为科研人员的第一问。
在与前沿比肩、向高水平聚焦、与
真理为友、为学术魅力而写的同
时，持守学术的纯净真谛，淡然守
望，求知求真。与此同时，高校应
积极遵循学术研究规律，使研究者

拥有较大的时间弹性和研究的自主
权。其实，广受诟病的“硬性考
核”有着合理的求解：一是可采取
3-5 年较长时段的柔性考核；二是
打破“论文崇拜”，区分对待，解
决深层次评价问题；三是改变科研
评价方式，采取代表作制度的学术
同行评议方式，增强评价的弹性和
客观中立性。

西方教育改革在科学取向、以
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始
终有着诸如“文化守成主义”等突
出价值理性的倾向。从这个角度来
反观国内，学术研究应奉终极的、
高贵的价值为圭臬，让学术论文价
值回归学术本位，呵护来自学术的
自发秩序，由此才不失为维护学术
风气的治本之策。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招
生办公室教师）

“什么是论文”应成科研人员第一问
张立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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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开学季到来，有媒体记者发现，
租房市场出现租赁需求增长现象。有房产中
介公司调查显示，一线城市及热点二线城市

“陪读房”租赁需求量普遍上涨，部分涨幅
超20%。不少家长为了长租到稳定房子，一
次性签订6年租房合同。据悉，这主要是受
二孩政策影响，为方便孩子就近上学，很多
家庭会把老人接来一起住，方便照顾孩子，
因此大户型更受青睐。

陪读房“走俏”

陶小莫陶小莫 绘绘

·广告·

具有创新能力的专业体育器材品牌企业 【【诚邀各地经销商诚邀各地经销商】】

“什么是学术论文”应成
为科研人员的第一问。真正
的学术论文绝非应景之作，
只有不断探寻内心理想和生
命价值，潜心研究暂无成果
的科研人员才能“潜”下
心，才能完成一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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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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bpingl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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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9 月刚开学，有媒体
记者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获悉，
今年有近千名寒门学子圆梦最高学
府，两所高校在招生中为来自贫困
地区和农村的孩子提供了更多改变
命运、实现梦想的机会。

让更多农村孩子进名校，是
国家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通过国家贫困地区专项
计 划 、 地 方 贫 困 地 区 专 项 计 划
等，让更多孩子圆梦名校。据初
步统计，2016 年，国家、地方和

高校 3 个专项计划共录取农村和
贫困地区学生 9 万余名,较 2015 年
增长 2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
高等教育在改善农村孩子入学机
会的政策倾斜上，取得了较好成
效。应该说，国家扶持农村教育
的制度善意、政策价值，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然而，有一些人认为，针对农
村学生的专项计划对城市学生不公
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教育不
够均衡的问题。而且，享受政策优
惠的农村学生，是不是真的“弱势
群体孩子”，都提出质疑。笔者以
为，这完全是对政策的曲解，没能
看到教育公平的真义，甚至是一种

“鸡蛋里挑骨头”的偏见。
不可否认的是，城镇化进程给

农村教育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如何让更多农村孩子享受更高
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进而通过读

书改变命运，成了新时期教育制度
设计的重要诉求。

以笔者看来，任何政策出台都
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当前对中西部
老、少、边、穷、岛等贫困地区的
政策倾斜，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有机
会享受城市教育，能够走出大山，
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表征。高校
从招生计划中单设一定名额扶持农
村教育，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结
果的公平。美国学者罗尔斯在其代

表作《正义论》中就提出，一个自
由民主的社会应该把维护自由平等
的视线，放在社会“最不利群体”
上，并作为思考问题的立场和原
则。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对农村
教育的补偿机制恰恰说明了我国社
会的进步。

美国早在 20 世纪 60 年通过的
“平权法案”，让更多的少数群体有
机会获得更多的就业和入学机会。
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在内的
世界名校也给予少数群体、农村学
子更多的就学机会。虽然也有人提
出“逆向歧视”的说法，但从大学
文化多元发展的角度，从改变更多
弱势群体的角度来说，政策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都值得肯定。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教育
的均衡问题，有助于更多的农村孩
子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这是一种
教育的起点和过程公平，同样非常

重要。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发展，采取多种举措促进教育均衡
发展，这和贫困专项计划的实施，
应该说是并行不悖的关系。

此外，高校招收的农村学生是
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孩子”之疑
问，主要是对政策执行效度的一个
考虑。从专项计划实施的过程来
看，在操作层面要更加注重公开透
明，加强监督，真正让更多农村学
生获益。

总之，让更多农村孩子实现名
校梦，是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重
要政策调适，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
的。而且，这样一种政策实施，能
够让大学更加开放多元，增进不同
群体的文化融合，这也是中国梦的
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博士、助理研究员）

让农村孩子进名校还要迈大步
姜朝晖

让更多农村孩子实现名
校梦，是高等教育发展现阶
段的重要政策调适，毫无疑
问值得肯定，这种政策实施
也能让大学更加开放多元，
增进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