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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话 /

/ 一家之言 /

共享自行车进高校已不是什么稀奇
事，但在最近，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的不少学生发现，校园里新增
了新的共享交通工具——共享电动
车。比起自行车，电动车车身重、行
驶速度快，用户如不具备一定驾驶能
力，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在人
口密度大、道路狭窄的校园内，学生
骑行共享电动车是否存安全隐患？学
生如在骑行中出事故，应由谁担责？
这些都需要积极应对。

薛红伟 绘

电动车也共享？

/ 快评/

古人云：道不远人，斯文在
兹。西哲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
之树常青。教育的本质和目的，
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通过
传授知识，拓展人的生存技能，提
升人的生命品质。进而言之，教
育须以人为中心，要与活泼泼的
生活相结合——脱离生活的教
育，必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教
育大国：一则高度重视教育，强
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二则
大力普及教育，乃至“学校如林、
庠序盈门”；三则教育理念发达，
有教无类、教学相长、温故知新、
因材施教等教育原则和教学方
法，提出之早，运用之妙，世所罕
见。特别是往圣先贤关于学思
互助、知行统一、教育和生活相
结合的理念，最切近教育的本质
和目的。

客观而言，学思互助是教育
的应有之义。孔子曰：“学而不
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
说，只重学习而不重思考，会使
人陷入迷津、茫然无措，即使习
得知识，也只是个“书橱”而已。
同样，只重思考而不重学习，会
使人陷入狂想、精神疲惫，即使
有些新想法，也因没有广博的知
识作为支撑，不能落到实处、成
就事业。所以，学与思不可偏
废，而应互相助益，正如王船山
所说：“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
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
之困则学必勤。”

而且，知行统一既是恰切的
学习方式，也是我国教育的优良
传统。知识易于掌握，道理易于
明白，关键能否用于实践、付诸
行动。针对“知易行难”的特点，
古人特别强调知行统一，注重博

学笃行。类似格言不胜枚举，如
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
力，则以学文。”王阳明更是提
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在的工
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即是说，对于知识和德行，老师
言传身教，学生真知力行，民众
表里如一，方是最成功的教育。

梳理中国的教育发展史，抑
或国外的教育发展经验，真正的
教育都没有离开生活，而是融入
师生的生活。“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在传统教育中，无论是学
思互助，抑或是知行统一，目的

是为了培养人格健全、德行高尚
的君子，塑造修齐治平、经世济
民的英才。达此目的，需要在

“事上磨炼”，实现教育与生活相
结合——既与个人的生命、生活
相结合，更与家国天下的大生
命、大生活相结合。这就是孔子
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事实上，古代的教
育，并不是今人想象中那般枯
燥，以为只有《诗》《书》《礼》《乐》

《易》《春秋》这样高大上的“六
经”教育，实际上也有“礼、乐、
射、御、书、数”等生活化的“六
艺”教育。

民 国 时 期 的 教 育 家 陶 行
知，很好地继承发扬了中国传
统教育的精神，又积极吸纳了
西方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生
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
做合一”等著名教育理念。关
于学思互助，他说：“活的人才
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
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
道 的 交 给 学 生 。”关 于 知 行 统
一，他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
之成。”关于面向生活，他说：

“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
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
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
到真正的教育。”他特别重视教
材 生 活 化 ，认 为“ 初 年 级 的 学
生，多数的生活力不能从文字
上取得，若受文字的限制，生活
便枯燥无味”。陶行知先生的教
育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

上，都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教

育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出现一些
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
的功利性、短期化现象日趋严
重，过分强调知识传授，忽视了
与活泼泼的生活相结合，以至于
教师填鸭教学，学生死记硬背，
学思结合不足，知行统一不够。
部分教材内容脱离生活、枯燥无
味，部分原本是提升审美情趣、
陶冶情操的课程，却变成了考试
课、加分项，等等。这些都有违
教育的本质与目的。今天，我们
回过头去，重新梳理和致敬中国
传统教育关于学思互助、知行统
一、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理念，
有助于推动中国教育与生活更
好、更紧密地结合，重现生机与
活力。

（作者系学者）

承续知行统一的教育传统
慕朵生

据报载，南京 11 名年轻大学生扎根当
地农村的蔬菜合作社，日复一日种菜、卖
菜，当起了“职业农民”，时间最长的已干了
6年，收入最高者年薪达30万元。

曾经，无数农村学子寒窗苦读，只为跳
出农门；如今，大学毕业生却转身当起了农
民，免不了让一些人感慨“时代不同了”。
更何况，大学生当农民还获得了不菲的收
入，就更具典型意义。

其实，务农从来不是什么不体面的
事。《汉书》有云，“农，天下之大本也”。农
业系国之命脉，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哪个
阶段，无论工业化、信息化推进到何种程
度，农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基础
性地位都不可撼动。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背后留
下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尤其是人才缺口。
今天的农村，才真正称得上“广阔天地，大
有作为”。新闻中提到的这十几名大学生，
正是看到了这一趋势，瞅准了优质蔬菜的
市场需求，主动加盟或承包当地的蔬菜合
作社，并通过搭建电商平台，拓宽了市场销
售渠道，使合作社得以迅速发展，他们个人
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年薪 30 万，对于很多年轻人显然有不
小的吸引力。但想到“农民”二字，瞬间打
起退堂鼓的恐怕不在少数。毕竟，“体面”

“高薪”“轻松”是所谓理想工作的几大核心
要素，当“职业农民”即便有不错的收入，但
风里来雨里去，辛苦劳累自不必说，关键是

“说出去没面子”，何况有些家长也不理解
和支持。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必须
干称职的工作，才能感到最大的快乐。如
果一份工作既能满足从业者对资产、工作
保障等方面的安全需要，又能满足其自我
实现的需要，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具备吸引
力的。应当说，选择当“职业农民”的大学
生，上述两大需要是能得到满足的。他们
当下更需要和有所欠缺的，是尊重层面的
需要，这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密不可
分。但事情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除了新
闻中提到的家长的逐渐理解和支持，公共
舆论也在发生转变。透过网民评论可知，
对“大学生当农民”感到惊讶不解的已属少
数，更多的人认为“农业发展需要更多高层
次人才”“行行出状元”“种菜也能致富”，并
称赞他们是“有志青年”。

在高等教育日渐走向大众化的今天，
如果大学生群体仍抱持所谓“天之骄子”的
身段和面子不放，难免显得迂腐固执，且容
易在现实中碰壁。今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
创纪录的 795 万人，就业竞争将更加激烈。

“大学生当农民”的新闻，或许能给年轻学子
有益启示。当然，给选择当农民的大学生点
赞，绝非鼓励所有大学生都去当农民。事实
上，此事传递出的核心价值是适合的才是最
好的，择业的诀窍在于选择适合自身特长和
志趣的岗位。新闻中提到，这些选择当“职
业农民”的大学生，本身所学多是农林、园艺
等专业，而他们也愿意到农村发展。因此，
一些大学生主动选择当“职业农民”，并不
是一种浪费，而恰恰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
置，是人才自然流动的结果。

至于有人借此抛出“读书无用论”，纯
属无稽之谈。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掌握足
够的知识和技术，在职业选择上，才能获得
更大空间、更多机遇。农业升级换代，需要
更多有知识、有干劲、能吃苦的新型“职业
农民”。大学生才俊的加入，为这一群体注
入了强大的智力支持；而为他们搭建能发
挥其专长的平台，提供有吸引力的利益分
配机制，是关键所在。

（作者系本报记者）

大学生当“职业农民”
折射时代变迁

杨国营

“向教育传统致敬”系列评论之五

我们回过头去，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教育中关于学思
互助、知行统一、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理念，有助于推
动中国教育与生活更好地结合，重现生机与活力。

2013 年，慕课在中国刮起
旋风，我国高校随之掀起了慕
课开发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6年，我国高校建设的在
线课程总数已超过1400门，课程
平台为高校定制课程达5600多门
次，累计1700多所学校在平台上
选用或定制课程，高校和社会学
习者选课人次首次超过3000万。
不过，与高校扎堆建设慕课乃至
学生选课火热相比，发展中的慕
课却面临辍学率高等问题，学生
的实际应用情况和效果也难言
乐观。

就辍学率高而言，这不仅
仅是中国慕课所特有的问题。
国内某慕课机构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辍学率高达 75%，而国
外媒体广泛引用的一个数据是

90% 的 学 生 没 有 完 成 慕 课 课
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
究结果证实，“辍学率”甚至高
达96%。

辍学率高是由慕课本身的
教学模式特点造成的。对任何
学习者来说，在线学习这种模
式都是对其自学能力以及学习
习惯的考验。学习者即便是抱
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去学习，
学习过程中也容易因为受到外
界因素的干扰或约束条件不够
而中断学习。而且，网上学习
与面对面学习相比，交流是不
充分的，教师可能因为精力有
限而不能及时照顾到所有学习
者的问题，而这也会影响学习
者的学习热情。

纵观慕课的发展，不管是

在美国还是中国，都经历了一
个“高开低走”的过程。慕课
的兴起，意味着不论何时，身
在何处，只要有一台电脑，连
上网络便可以获得最顶尖高校
的优质教学内容。它打破了知
识的垄断，受到舆论的广泛赞
誉，被誉为是“印刷术发明以
来教育最大的革新”，被寄予改
变传统教育模式、推动教育公
平化的期望。但是慕课模式发
展两三年之后，其效果并不尽
如人意，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慕 课 在 中 国 所 面 临 的 烦
恼，与我国高校慕课的建设方
式有关。我国高校在建设慕课
时，存在“动员式地搞，红头
文 件 下 来 了 ， 从 上 往 下 地 指
示”的问题。风潮一来，高校

一窝蜂地搭建慕课平台，并将
之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做，以
抢占高地。但这种追求数量甚
于质量的方式，也势必使慕课
的质量受到影响。

比如，对于参与慕课的高
校教师来说，能够成为明星教
师并实现名利双收的毕竟属于
少数。老师们除了日常的教学
之外，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准
备慕课。如果没有建立起对教
师投入的实质性奖励和合理的
回报机制，其参与慕课制作的
积极性和热情必将受到打击，
质量难以持续保障。而诸如高
校学分认证互换和认可、企业
无差别对待接受等都尚在起步
阶段，这些都是影响学习者学
习动力的重要因素。

必须承认，慕课没有当初
想象的那般完美。就好比微博
等社交媒体兴起之时，人们普遍
乐观地认为，它将带来一个“人
人都是记者”的时代，促进话语
权的平等，推动社会民主化进
程。但实际上，在社交媒体上掌
握话语权的依旧是少数人。对改
革传统教育模式，推动教育公平
化，慕课具有变革力量，但还需
要克服自身的缺点。

就当前我国慕课成长中的烦
恼而言，其发展还应该从多方面
下功夫。对于学习者来说，学习
总是存在一定的功利性，社会认
可程度的高低是重要的影响因
素。所以，要提高课程认证门
槛，增强课程认证的含金量，同
时通过政策的推动和倾斜，增

强其社会认可度和企业接纳度，
从正反两方面刺激学习者的学习
动力。

于高校而言，尤其要摒弃
功利性发展慕课的做法，切忌
贪多求全，盲目追求在线课程
总数，追求报名者人数，甚至
为了迎合学习者而降低课程难
度和课程认证门槛。最关键的
还是遵循内容为王的原则，严
把课程质量关，精心规划课程
内容，在视频制作上讲究精心
编排和反复推敲，提高教学过
程的交互性，保障课程水准，
把 慕 课 当 作 一 个 精 品 工 程 来
做。如此慕课才能具有持续发
展的势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
教育模式。

(作者系本报记者)

开发慕课少些功利心
杨三喜

二、薪资与福利待遇

（一） 各学科教师待遇
中小学教师年薪12万-30万元，按国家

规定享受各项福利待遇，子女就读本校优惠
学费。

（二） 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学科带头人
的薪资待遇面议。

三、简历收集时间和招聘考核时间

常年收集简历，每年1月1日和5月1日集
中招聘，具体时间以学校固定电话通知为准。

四、应聘办法

应聘者将个人简历，包括基本情况
介绍、近期免冠彩照与生活照各一张、
身份证、学历证、教师资格证、职称证
等证书的电子版发邮件至应聘学校的邮
箱，邮件主题应注明应聘类型或科目，
应聘材料恕不退回。

五、各学校或应聘岗位联系方式

1.东莞市光明中小学
联系人：王老师（小学）李老师（初中）

曾老师 （高中）
联系电话：0769-22292990 （小学）

0769-22291867 （初中）
0769-22679931 （高中）

邮箱：guangmingxxb@126.com（小学）
guangmingcz@126.com （初中）
guangminggz@126.com （高中）

邮编：523126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光明大道68号
2.东莞市光正实验学校

（含小学、初中、高中）
联系人：付老师
联系电话：0769-86867228
邮箱：gzps_zp@163.com
邮编：523378
地址：东莞市茶山镇东莞市光正实验学

校人力资源部
3.惠州市光正实验学校

（含小学、初中、高中）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0752-5708248、5708596
邮箱：guangzheng_hz@163.com
邮编：516000
地址：惠州市惠城区金石一路

4.盘锦光正实验学校
（含小学、初中、高中）

联系人：郭老师
联系电话：0427-2350333
邮箱：pjgzsy@126.com
邮编：124000
地址：盘锦市兴隆台区锦兴花园南
5.潍坊光正实验学校

（含小学、初中、高中）
联系人：贾老师
联系电话：0536-8080066 8080088
邮箱：wfgzsy@126.com
邮编：261021
地址：潍坊市潍城区玄武西街与清平路

交汇处

六、各校网址 （更多信息请进入各校
网站查询）

www.gmhs.cn （东莞市光明中学）
www.gmps.cn （东莞市光明小学）
www.dggzes.com（东莞市光正实验学校）
www.hzgzps.com (惠州市光正实验学校)
www.pjgzps.cn （盘锦光正实验学校）
www.wfgzps.com (潍坊光正实验学校)

睿见教育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诚聘优秀人才
睿见教育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票名称：睿见教育，股票代码6068.HK) 睿见教育成立于2002年10月，是

中国华南地区高端小学及中学的民办教育领先集团，以珠三角经济圈为中心，稳步在华东、华中、西南和东北经济
热点区域布局，共举办东莞市光明中学等6所高端民办学校，学生3万2千余人，睿见教育，已经成为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大型现代化教育集团。因发展需要，面向全国高薪诚聘各类人才。

·广告·

一、招聘岗位和要求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招聘岗位

中小学校长

办公室主任
德育处主任
教导处主任

中小学各科
优秀教师

教研总监

财务总监

法务总监

投资风险总监

后勤管理人员

人数

5

各5

若干

1

1

1

1

若干

岗位要求

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45岁以下，大型民办学校担任同等职务3年以上者优先。

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45岁以下，大型民办学校担任同等职务3年以上者优先。

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教师资格证书，年龄在 40 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学历可适当
放宽要求。

要求具备高级及以上职称，在当地有较高的影响力，年龄在 50 岁以下，获得国家或省级以
上“学科带头人”或“优秀教师”称号者优先。

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管理、会计或金融等相关专业，中、高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具有5
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

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学或经济法等相关专业，具有5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担任过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优先。

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金融、投资相关专业，具有5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在上市公司
或大型银行担任过相同或类似职位经验的优先。

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40岁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