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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正 值 义 务 教 育 招 生
季，从一些地方反映出的情况
看，民办学校招生热度非常之
高。家长选择民办学校，大体
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将民办
学校作为首选，在一些地方，
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确实
已经成为当地最优质的资源，
家长千方百计想让孩子就读民
办学校；二是将民办学校作为
备选，一旦划片招生的公办学
校不理想，家长就转而选择民
办学校，还有的则是因为受户
籍等因素影响选择民办学校。

对于当前民办学校的招生
热，虽然不能简单解读为“公
弱民强”，但在一些地方确实

已经呈现这种态势。为此有专
家指出，“公弱民强”问题在
我国不少城市的基础教育领域
已经非常突出。在一些城市，
最好的初中学校几乎是民办学
校的天下，公办初中与民办学
校的差距越拉越大，并对此表
达了担忧。在笔者看来，这一
现象虽然还不具有普遍性，但
的确需要重视。民办学校要发
展，公办学校同样应当办好。

2015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
公报显示：全国小学 19.05 万
所，其中民办小学5859 所，约
占 3.1% ； 全 国 小 学 在 校 生
9692.18万人，民办小学在校生
713.82 万人，约占 7.4%。全国
初中学校 5.24 万所，其中民办
初中4876所，约占9.3%；全国初
中在校生 4311.95 万人，民办初
中 在 校 生 502.93 万 人 ，约 占
11.7%。可以看到，相对于公办
学校的学校数量、在校生数量，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
占比并不算高，但一些地方的

民办学校以其高升学率成为当
地人心目中最优质的义务教育
资源，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
分析。

从主观上讲，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学校的自身发展面临一
些问题，需要切实加以解决。
与民办学校相比，一些公办学
校竞争力在下降，办学活力不
足，满足家长多元化、个性化
需求的能力不强，亟须从完善
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内部治
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
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毕竟发
展均衡优质的义务教育是我们
应当坚持的方向。如：落实和
扩大学校在教师聘用、学校管

理和经费使用等方面的自主
权，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创
新培养方式，提高教育质量，
鼓励学校办出特色。

从客观上讲，一些地方对
民办学校的过度扶持政策，也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办学校
的发展，需要认真加以审视。
如：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从鼓
励民办教育发展的角度，支持公
办学校教师进入民办学校，进入
民办学校的教师还依然保留公
办学校的教师身份，这一政策对
当地公办学校造成巨大冲击，公
办学校因此而出现教师大量流
出，从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和生
源流失。《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

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一系
列鼓励扶持政策，但如何准确理
解和把握这些政策，对于推动民
办教育健康发展，同时防止政策
走偏至关重要。

此外，相关政策的实施对义
务教育优质资源的分布与格局
产生了一定影响。近几年，随着
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
推进，各地对民办学校招生普遍
提出了免试的要求，但仍有一些
民办学校采取考试和变相考试
的方式选拔学生，通过争抢生源
来获取高升学率回报。为了营
造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民办
学校共同发展的良好环境，对义
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行为
的规范仍需进一步加强。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
初中教育所呈现出的“公弱民
强”现象，与一批优质学校
初、高中脱钩后初中转为民办
有着一定关系，这也就不难理
解“公弱民强”现象为何在初

中更为明显。一些初中阶段的
民办学校至今仍留有公办学校
的痕迹，还有一些民办学校则
是由地方政府和公办学校参与
举办。虽然我们不应简单否定
初、高中脱钩政策，也不应简
单指责名校举办民校，但了解
和把握部分地方初中教育所呈
现出的“公弱民强”的相关背
景，对于进一步明确改革方
向，努力办好义务教育阶段的
公办学校会起到积极作用。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
崛起，对于推动我国基础教育
发展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义务
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同样没有不
办好、办不好的理由，更不该
成为“低质量”的代名词。促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绝不意
味着放弃对质量的追求，对此
我们不仅要有认识，更要有实
实在在的行动。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
任、研究员）

局部“公弱民强”态势值得深思
汪明

/ 漫话 /

/ 一家之言 /

有些一、二年级的小朋友，看了很
多作文书，增长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
套路的开场白和使用“高频词汇”。

成都双林小学的孟老师就深有体
会，不论什么作文，有些孩子的开头
总是这样：“在我的一生当中，遇到
很多事，像星星一样多⋯⋯”“在我
的一生当中，想过很多人，像珍珠一
样多⋯⋯”“在我的一生当中，经历过
很多磨难，像石头一样多⋯⋯”

作文套路深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
的走红，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什么这些
节目大受欢迎，而大学语文课却备受冷落？

针对国内高校大学语文课越来越边缘化的情
况，教育部多次重申要重视大学语文课。许多高
校纷纷行动，但无论是将其设立为本科生的必修
课，还是一些大学老师将其作为教育科研的大课
题，不可否认，在如今的大学课堂里，大学语文
课依然处于边缘地带。

其实，大学语文的受冷落，可能还得追溯到大
学之前的中学语文时代。僵化的教学方法、一元
化的答案标准，让作文和阅读理解都成了现代版
的“八股文”。2016 年，厦门一份初三语文试卷引
用90后作家王璐琪的作品《那时候有多美》。考试
结束后，大批学生涌向王璐琪的微博“求正解”。“麦
草的清香到底有哪两层含义？”“你写文章的时候是
怎么想的？”学生轮番追问，“逼”得王璐琪大呼：“不
知道，求放过。”

原作者无法解释作品“中心思想”的尴尬局
面屡屡发生，提醒我们反思：中学语文到底在教
学生什么？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是否能让年
轻人感受到中文的美好？长期以来刻板的中学语
文教育，就像一个拙劣的大厨把一份好食材做得
难以下咽，但学生们却又不得不硬吞下去。经过
数年的训练，学生们难免会形成思维定式：语文
课不好玩、没意思。

如果仅仅是不感兴趣，大学语文还不至于沦
落到备受冷落的境地。长期以来，语文还顶着

“没用”的锅。中文谁不会啊？一出生就开始学
了啊，我现在说得可溜了，还需要再学大学语
文？与此相似，中文系的学生也一直被好奇：你
们都学些什么啊？

其实，语文大体上分语言和文学两个方向，
分别代表了语文的人文属性和应用属性。从人文
属性来说，语文首先应该帮助学生感受到母语的
美好和精妙。在此基础上，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
能力、艺术想象能力和思维表达能力；更进一步地，
通过文学表达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进入民族的
灵魂深处，感受本民族的文化魅力和文化特质。

从应用属性来说，语文当然应该教会学生说
话和写字 （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不要以为因
为汉语是母语、所以语文表达就不是问题了。事
实上，近年来很多公司都抱怨：招到一个能流
畅、准确表达的大学生实在太难了——说话和写
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乔姆斯基说：

“语言的能力是人的思维的基本能力。”通过语文
学习，可以理清逻辑，学会公共说理的基本素
养。这些，都是一个现代人非常重要的能力。

但是，当学生身处巨大的阶梯教室，老师连后
排学生的脸都看不清时，语文还怎么传情达意？
当一学期的大学语文课匆匆而过，老师用跟中学
类似的方式一张考卷定分数，语文又怎样能充分
展现自己的魅力、训练学生的思维？与之相对的
是大学里的英文教育，课时远远多于大学语文，而
且大多是小班教学，学生的学习热情就大得多。

所以，大学语文课不受欢迎，不要把锅甩到
“语文”身上去，实在是我们没有好好地对待这
门课啊。《中国诗词大会》 等语言文化类节目的
意外走红，也再次提醒：我们对于母语的爱，可
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热烈很多。只要改变机械化的
教育方法，真正重视起这门课来，大学语文完全
可以魅力四射，并且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大学语文受冷落
不是“语文”的错

土土绒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崛起，对于推
动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义
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同样没有不办好、办不
好的理由，更不该成为“低质量”的代名词。察

教育

观

上周末，笔者带孩子参加
北京市海淀区两所名校的小升
初特长面试。到了第一所学校
后，突然发现忘了填写成绩
单，焦急之际，学校老师和志
愿者热心帮忙，主动告诉我如
何填写，并帮我们打印材料。
孩子进去面试时，我和其他家
长一起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等。
到了中午，天气炎热，志愿者
给等待的家长们各倒了一杯
水。

到了第二所学校，门口的
保安态度很强硬地表示，家长
不能进学校，只能在校外等。
大门外放了六七个小板凳，几
十位家长只能在门口站着。学
校的志愿者很少主动帮助考

生，看上去漫不经心，只顾自
己玩手机。遇到材料不合格
的，如忘记填写成绩单之类，
批评了一通后，没有给出具体
的建议，只让考生自己去解
决，否则就退考。

面试完，孩子向我感慨，
都是名校，怎么感觉差距怎么
这么大。我也有此感。让不让
家长进校园，志愿者是不是主
动帮助，看似不同的管理方式
或个人意愿，作为考生家长无
从指摘，但背后却是不同的教
育理念，直接关系到对一所名
校的价值认同。

特长面试、校园开放日、
活动组织，其实都是学生家长
和外界了解学校的难得机会，

也是学校展示办学理念的窗
口。学校如何看待、组织、管
理此类活动，是作为应付的工
作还是展示学校的机会，给人
的印象不同，也会收到截然不
同的反馈。

真正的名校不只是校园环
境优美，教学硬件高大上，也
不是升学率高，师生屡获国际
大奖，还包括有着不因校长而
改变的文化底蕴。这种底蕴体
现在师生的教与学上，也体现
在保安、保洁、学生志愿者乃
至毕业生的一言一行中。尤其
是诸如门卫、校工等似乎与学
校无关的非主流人员，显然也
代表着学校的文化，给外人的
印象更直接，更能验证一所名

校的成色。
名 校 的 底 蕴 和 格 局 不 是

装出来的，不是一两年就能
练出来的，而是长期内化并
自然流露的。但凡真正的名
校，都像优秀的人一样，有
一种天然的、让人亲近的气
质。置身于校园，能感觉到
一种神奇的气场，精神面貌
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
在看待事物的方式上，也体
现在细小的行动中。近日有
媒体报道，20 年来 500 多名北
大保安考学深造，其中固然
有保安个人的努力，但提升
自我、追求卓越的北大校园
文化想必也是一个动因。

而让名校真正成为名校，

处处流露出大气的胸怀、善意
的关心，固然需要学校管理者
不断完善制度，更关键的还是
以文化人，即通过人性化的管
理，不忽略每一次展示自身的
机会，怀着感恩之心面对学校
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员，让普通
老师、学生到校工乃至学生家
长都有一种归属感，自觉以学
校为家。

这种人性化管理离不开尊
重。学校把师生与校工都当作
有尊严的个体，不分贵贱，一
视同仁。从教育学角度看，尊
重也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没有了尊重，教育就像空
中楼阁。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
弗雷德·阿德勒说过，教育最

特殊的一点，就是以尊重和尊
严对待每一个人。

近些年，全国各地都在开
展教育改革，鼓励每所学校心
怀远大，朝着名校的方向努
力。但从现实来看，那些以为
四处挖优秀生源和师资就能成
就名校的想法，显然失之肤
浅。名校的修炼更多在于文化
层面的建设，体现在师生和校
工等是否有自信心和归属感、
是否愿意助人。如果说建设名
校有一个起点，那么这个起点
就是诚心对待每一位校内和校
外人员。有了诚意和尊重，名
校才能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念之
爱之，心向往之。

（作者系本报记者）

文化浓淡检验名校成色
张贵勇

石向阳石向阳 绘绘

/ 快评/

据 媒 体 报 道 ， 四 川 首 批
“高职本科”学生即将毕业。
四年前，学生杨某以本科的高
考分数，凭着对专业的兴趣热
情，选择就读四川某高职院校
与某本科院校联合招生的“高
端技术技能型本科”。四年后
的今天，他被保送到一所普通
本科院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学
位。同时，与他一起毕业的同
学们，不少也都签约到了令人
艳羡的“中字头”国企。

伴 随 着 德 国 “ 工 业 4.0”
汹涌来袭，“中国制造 2025”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行业人才
培养与市场需求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专科层次的高职毕业
生虽操作、动手能力不错，但

专业知识深度不够、后劲不足
的问题日益凸显。于是，高职
本科教育应运而生。但高职本
科绝非简单的专科学校升格后
办本科，更不是普通本科培养
的缩减版或简单的学时覆盖，
而是职业教育的一个全新层
次，本科教育的新类型，是为
了探索出一条本科院校专业改
造转型和高职院校专业改革的
创新之路。

经过数年的试点运行，它
更加专注于高质量的专业教
育、科技创新和知识转化，探
索出了高职、本科及企业联合
培养人才新模式，实现了“1+
1+1>3”的协同增量效应，使
得一大批具有良好培养潜质的

学生实现了知识精进、技能日
强，直接为中国“智”造和产
业技术创新及转型升级服务。

不过，目前也只能说是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对其成
绩还需冷静下来客观看待。毕
竟试点阶段的高职本科是基于
一系列的“强化”作用后的投
入和支持所致。在试点阶段，
它选取的高职院校多是国家示
范 （骨干） 高职院校，试点的
专业也是招生单列计划、强强
联合，试点班的培养师资水平、
教学内容方法、技能实训条件
等方面更是千方百计地创设到
最佳，甚至还专门组建起专家
团队进行“魔鬼训练”。一旦从
试点项目推广到全面实施，当

“精英”路线扩展至“大众”路
径，它还能否享受到政策的倾
力扶持？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在约
束性条件、有限资源供给的现
实前提下，冷静而客观地看待
高职本科教育的未来。高职本
科本姓“职”，倘若以学术型
的人才培养和评判标准来要求
高职本科，貌似一心向“高”
看，其实是谈“职”色变、求

“本”心切的不自信表现，恰
恰丢掉了它的“魂魄”与“底
色”。高职本科的题中应有之
义和办学方向应以产业发展为
导向，订立行业内本科层次职
业人才的目标规格和资格标
准，课程、研究及专业设置更

加强调实务能力、产学结合、
社会适应性，以输出广受欢迎
的“立地式”人才服务。同
时，高职本科的教育层次和培
养目标是本科教育的性质维
度，其质量根基标准和精准落
点是技术和应用，但又不唯这
两方面。随着社会化生产的自
动化、智能化，从未来发展趋势
来看，人文性将进一步增强，并
将成为高职本科教育的“新常
态”。既要解决“躯体转型”，更
需解决“灵魂转变”，实现“工匠
精神”的回归，提升职业教育办
学的“精气神”，打造高职本
科的“文化软实力”。

进一步讲，还需在顶层设
计上多搭建“立交桥”式互通

性制度安排，切实从解决学习
动力和成长自觉性上下功夫，
从人文关怀、全人教育和终身
学习视角来对待学生，建立

“ 现 代 人 — 大 学 生 — 专 业 达
人”的贯通式卓越专业人才培
养制度，以提升其合作能力、
领导能力、动手解决问题的能
力、知识能力等一系列“软技
能”。到那时，高职本科教育
终将成为学生的一种“不错的
选择”，一个现代化国家所应
有的大量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
以及熟谙实务设计与研发的高
级应用型人才，也必定会富足
起来。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
院教师）

“高职本科”教育贵在灵魂转型
张立迁

最近邓先生因为儿子的一句话而郁闷——“你知
道我在学校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吗？是厕所，在那
最自由，没有老师管着也没有值日生看着。”

对于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而言，安全教育确实重
要，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在校稍有不慎，学校
可能就要背负起监管不力的罪名。为了充分保障孩子
在校的安全，在人力、物力、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学
校不得不严密监管孩子自由，不得不缩小孩子课外活
动的空间。虽然，学校有情非得已的苦衷，孩子伤不
起，学校更伤不起。可是，如此下去，孩子的安全问题
就真有足够的保障吗？

用老师和值日生的严密监管去限制孩子的课
余活动，看似非常有效，学生不再东奔西跑了，学生
在校的安全问题也暂时得到有效控制。孩子始终
要长大，老师和值日生不能陪伴孩子一辈子，划定活
动区域，严密监管孩子们的活动，或许可以换来眼前
孩子暂时的安全，但是并不能有效强化孩子们的安
全意识，无法有效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相
反，过多的禁锢还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心理
阴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一个相对安全的校园环境包括生活环境的安
全和人际环境的安全。生活环境的安全可以通过
安全隐患排查和校园环境硬件条件建设来解决；人
际关系的安全则是需要教师合理的引导，学校规章
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密切配合。

严禁孩子们怎样做，不如引领孩子们从实践中
领悟应该怎么做。与其画地为牢，不如努力改善校园
安全环境，排除各类安全隐患，与家长形成正面合力，
加强引导，让孩子们学会处理好同伴之间的关系。

（作者系湖南省浏阳市浏阳河中学教师）

学校安全管理
不能画地为牢

周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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