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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教周刊 父母课堂 请扫描关注“家庭教育之声”·

微评

教孩子做个好人
赵石屏

古今中外的任何教育任务
都将“德”放在第一位，教孩
子做一个好人，是家庭教育最
重要的事情。好人就是有道
德、人品好的人，心正、意
诚、靠谱，有益于他人利益、
社会利益、国家民族利益。

“德者，本也”“君子先慎乎
德”，评价人先看人品再看才学，

“首孝悌，次见闻”“行有余力，则
以学文”，都是强调首先要做一
个好人。但现在家庭教育的社

会环境是物质财富成倍增长、人
的物质欲望大大提升、社会道德
底线不断被冲垮、道德约束力不
断下降，教孩子做人的德育，似
乎变得空洞而过时了。

然而，贪腐无度的官员、
毒杀同窗的大学生、欺凌同学
的少年、打骂父母的子女⋯⋯
现实警醒人们，做人的教育必
须放在首位，家庭教育一定要
教孩子做一个有节制、心正意
诚、靠谱的人。

大视野

（6月8日 华龙网）
重庆渝北区渝北中学考点附近，货车司机曹

师傅面对渝北交巡警开具的“噪音罚单”，连连点
头表示服从。作为考生的父亲，他本应该维护好
考场周边的秩序，结果却因为一时疏忽，在禁鸣区
按响了喇叭。

点评：娃在里面考，爹在外面“噪”，生动地阐
释了习惯的力量。

（6月8日 华西都市报）
今年高考第一天，四川省南充十中考场出现

了一名奇葩“考生”，一个欺瞒家长辍学两年的学
生，在父母的目送下，凭身份证进入校园大门，因
无准考证进不了考场，就躲进了卫生间。

点评：两年！孩子欺瞒得多么痛苦，家长失职
得多么离谱。

（6月9日 重庆晨报）
在成都地铁 2 号线，一个小男孩背着妈妈的

背包，用手给她垫着睡觉的照片，感动了不少网
友，纷纷表示“想给未来的女儿预订”。

点评：孩子懂得感恩，父母要给机会。

（6月9日 河南商报）
17 岁的郑州女孩侯佳慧走出郑州陇海医院

门诊大厅时，发现地上散落着数张百元大钞，她捡
起来找不到失主就交给了医院。侯佳慧爷爷认为
孙女的善举不辱家风。

点评：好孩子源于好家风，好家风全因好家长。

（6月9日 达州晚报）
达州一名学生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被老师狠

狠批评了一顿。没想到，他父亲竟借着酒劲跑到学
校找批评孩子的女教师，又是脚踢又是扇耳光。

点评：殴打老师犯法，恶劣示范丢人。

（6月9日 齐鲁晚报）
在淄博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位陪孙女来考试

的老人在人群中捡拾小广告。老人说：“我拾起垃
圾，地上就干净了，还能顺便带回家当废品卖了。”

点评：随地扔小广告的，是那些总教孩子懂礼
貌、讲卫生的父母吧？

（6月12日 新浪教育）
近日，杭州某培训班门口，姚先生3岁的儿子

被同学妈妈拦下，这位妈妈拉着自己孩子的手朝
小姚头上打了两下，说“要打回去”。据称是游戏
时小姚朝同学头上踢了两脚，正好被其妈妈看
到。姚先生说小姚受惊后失眠、失禁。

点评：家长越俎代庖介入孩子纠纷，受害的
不仅是自己的孩子。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节制，是人类公认的重要美
德。古人训导说“傲不可长，欲
不可纵”“除非节制，人类不能得
救”，意思是说人类没有经过教
化的原始欲望有很强的破坏
力。“点石成金，人犹未足”，就是
形容人的欲壑难填。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如果放纵
欲望，必然走向毁灭。对个人而
言，要想拥有成功人生，同样不
可放纵、不可沉湎于安乐。

教 化 人 的 欲 望 ， 难 度 很
大。小孩子总是要这样、要那
样，这是家长几乎每天都可能
遇到的事情。家长必须从小就
教孩子要有节制，必须一件
事、一件事地教，教孩子处理

“想怎样”与“不能怎样”之间
的冲突，直到孩子能够约束自
己、符合社会规范。

“欲不可纵”这一关过不

了，人迟早陷入欲望的泥潭之
中。古人有“四观”之说，“观
人于临财，观人于临难，观人
于忽略，观人于酒后”，其一就
是看人是否有节制，要看他面
对钱财的态度，在钱财面前能
否恪守底线。

一位清华大学研究生，工
作两年即被提拔为某经济开发
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副局长，因
收受“好处费”千万余元，32
岁时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位北
大法学院毕业生，担任中纪委
纪检监察室副处长，以权谋私
获取巨额钱财，被判无期徒
刑；一位复旦大学研究生，33
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局长，
但他却从此开始收受贿赂，最
终锒铛入狱。这些青年才俊的
毁灭人生，给家庭教育的警示
极其深刻。

教孩子做个有节制的人

做人的起点在心，做好人
的起点在正心。所有的真善美
都从“心正”开始，所有的邪
恶都源于“心不正”。家庭教育

如果缺少“正心”“诚意”的教
育，没有教孩子做一个好人的
起点，孩子的一生则无法行得
端、走得正。

教孩子做个心正意诚的人

靠谱，是指可靠、值得信
任。靠谱，是做人做事的基本
品质，也成为人际交往的基本
前提。从社会性发展角度讲，
靠谱比才干更重要。

靠谱的人言而有信，说话
算话、一诺千金。西汉有个叫
季布的人，为人正直，特别讲
信用，凡有所承诺，再难他都
一定会履行诺言，人们赞誉他
是靠谱的人，说“得黄金百
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一
诺”可以千金，说明言而有信
是何等重要的品质。孔子说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
思是说一个人言而无信，不知

道他怎么在社会上处世立身。
历史上“曾子杀猪”的故事，
就是教孩子言而有信。

靠谱的人有责任担当。能
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
本质。“高尚、伟大的代价就
是责任”“做好每一件该做的
事就是责任”“自由的第一个
意义就是担负自己的责任”。
前不久媒体报道，一个歹徒点
燃摩托车冲向加油站的油库，
万分危急之际，加油站的站长
奋不顾身，带领员工制服歹
徒，成功灭火，消除了油库爆
炸的灾难。“四观”之说中的

“观人于临难”，就是说危难之

教孩子做个靠谱的人

际最能看到一个人是否有责
任担当。这个站长就是有责
任担当的英雄，就是靠谱的
人。

靠谱的人“劳谦谨敕”。
靠谱的人有个共同特点，踏
实、勤劳、谦虚、严谨、检
点。曾听一位企业老总说，
现在初入职场的大学生、研
究生，不靠谱的真还不少。
眼高手低，自我感觉虚高良
好，却拎不清事情的要害；
既不严谨也缺勤奋，坐而论

道多，却写不出一份合格的
论证报告；满脑子空想，却
不知道事情是要踏踏实实做
出来的。

靠谱的人在“做”这个
环 节 上 非 常 认 真 ， 事 无 巨
细、轻重缓急都稳妥周全，
让人放心，值得托付，这样
的人就很靠谱。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教
授，重庆市教育学会家庭教
育专委会理事长，本文摘编
自《做个懂家教的好家长》）

孔子认为道德的最高境界
是“慎独”，即使“无人知”
也要“心正”。东汉的杨震官
至丞相，下属夜里送上黄金
时，杨震严辞道：“天知、地
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无人
知呢？”宋代司马光终身信守
的座右铭是“其诚乎！吾生平
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著
名的钱氏家训警示后人说，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庙堂
之上，以养正气为先”⋯⋯这
些都是正心诚意的教育，是儒
家提倡的修养内容和途径，也
是佛教、道教的教义所在，所
以“正心诚意，儒释道俱同”。

一个优秀的中学生，聪慧
勤奋、学习优秀、乐于助人，
深得老师同学及邻里的称赞。
他在一篇作文里写到，他还是
小学生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妈
妈放得很隐秘的好几个献血
本，上面有妈妈的多次献血记
录。他问妈妈为什么不告诉家
人，妈妈说她上下班经常路过

献血站，听说医院很缺血浆，
于是就比一般人多献了几次
血。母亲的心正意诚、平实谦
逊，给儿子极大的感染和教
育。古人云“母者，牧也”，
这个优秀的中学生，正是母亲
的心正、意诚、谦和与端庄

“牧”育出来的。
俗语道，“心不正乃至害

命”。前些年轰动一时的药家
鑫杀人案，学业优秀的大学生
沦为杀人凶手的根源，就是他
的“心不正”——面临突然发
生的撞人事故，他的第一反应
是“农村人很难缠”，然后不
顾对方苦苦哀求，连续数刀杀
死手无寸铁的被害人。推测他
的家庭教育，一定缺乏“正
心”的教育，缺乏对他“诚其
意、正其心”的要求，应激反
应的一念之间，把这个家庭
20 多年的教育结果体现到了
极致 。“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 ， 积 不 善 之 家 ， 必 有 余
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许原 摄

教孩子教孩子处理处理““想怎想怎样样””与与““不能怎样不能怎样””之间的冲突之间的冲突

用心正用心正、、意诚意诚、、谦和与端庄谦和与端庄““牧牧””育出优秀的孩子育出优秀的孩子

踏实踏实、、勤劳勤劳、、谦虚谦虚、、严谨严谨、、检点检点，，比才干更重要比才干更重要

注重学生个性化
发展的卓越培养机制

上海外国语大学现有 44 个本科专
业，包括 30 个语言类专业和 14 个非语
言类专业。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
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为国家级别重点
学科，西欧语种群 （包括意大利语、葡
萄牙语、希腊语、荷兰语） 为国家级别
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阿拉伯
语、西班牙语、非通用语种群 （朝鲜
语、波斯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希
伯来语、越南语）、西欧语种群、法语、
日语、英语、俄语、德语、新闻学等 10
个专业/专业群为国家级别特色专业建设
点。上外外国语言文学、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工商管
理等 6 个学科为上海高校一流学科；上
外是首批上海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验基
地；上海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和
上海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

上外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全国领先，
外语类本科专业都实行双外语制教学，
即英语+第二外语/专业外语+英语。英
语专业的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必须学习
一门第二外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等其他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同
时学习英语。所有外语专业的学生在二
年级时都要求参加英语专业四级考试，
英语达到专业四级水平，四年级时可报
考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所有的外语专业
教学和课程设置中都开设一系列文化、
经济、政治、法律、管理、国际关系等
方向性课程。

上外复合型专业教学模式全国首
创，非语言类专业突出英语教学特色，

实施英语双学位、双专业培养。上外在
全国外语类高校中很早开设新闻、国际
经济贸易、法学、教育技术学等非外语
语言文学类专业，其英语教学均采用专
业外语教材，学生在二年级与四年级时
要求与英语专业学生一样参加全国英语
专业四级、八级考试，通过者分别获得
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证书；只要修满规
定学分标准，达到考核要求，非语言文
学类专业除了本专业的专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外，可以同时取得英语辅修专业证
书和文学学士学位。

上外自 2016 级学生起开始全面推行
完全学分制。完全学分制旨在增加学生
选择的自由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强化学生个性化培养，通过实施本
科生导师制对学生的学业规划给予指
导。上外所有专业本科学生实施 3 年至
6 年的弹性学制，学生修满规定学分更
早 3 年即可毕业；学生在修读课程符合
规定的情况下，也可申请免修、免听、
重修等；实行国际合作办学学分互认制
度，与学生海外留学期间获得的学习成
果衔接。学生升入二年级时有自主选择
专业的机会；鼓励学生通过社会实践、
参加学科竞赛活动、创新创业活动等方
式获取创新实践学分。

上外实行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
开设多语种国际新闻人才培养实验班、
多语种金融人才培养实验班、多语种涉
外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等多个“多语
种+”人才培养专属平台，学习语言类
专业的在四年本科期间，只要选修规定
课程，修满规定学分，达到考核标准，
除了本专业的专业证书和文学学士学位
外，可以获得第二专业证书或第二学位
证书。

上外设立卓越学院，培养拔尖人
才。卓越学院采用荣誉培养制度，实施
荣誉学籍、荣誉课程和荣誉证书三个层
面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英语
强化制度、国际培养制度和创业实践制
度开展全过程强化培养，辅以学业导师
制度和旋转流动制度保障人才培养的质
量。卓越学院现开设多语种高级翻译实
验班、多语种国别区域实验班、多语种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实验班等。

开拓学生全球视野
的多元培养渠道

上海外国语大学与 56 个国家和地区
的 340 多所大学和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同时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
织保持密切联系。学校出国留学项目包
括国家公派留学项目、校际交流项目、
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和短期 （假期） 学
习项目等。国家公派留学项目包括“优
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政府互换奖
学金项目”“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
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等，上外国家公
派留学项目年均获批项目超过 50 个，
2017 年获批人数居全国第二。校际交流
交换项目以及联合培养 （双学位） 项目
超过 140 个，包括本科生“2+2”双学位
项目、研究生“1+1+1”双学位项目和

“3+2”本硕连读项目和短期 （假期） 海
外学习项目等。上外实行国际化培养，
鼓励学生赴海外学习和交流，2017 届学
生在学期间出境交流学习比例达 45%，
很多非通用语种专业学生出国留学率达
全部。

上外实施“外专引智”计划，积极
打造国际化师资队伍，促进国际科研合

作，有 80%的师资具有国 （境） 外学习
经历，在校外国专家多达 200 余人。每
年有约 4000 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来
上外学习汉语和相关学位课程，规模位
居全国前列。上外已分别与意大利那不
勒斯东方大学、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秘
鲁天主教大学、匈牙利塞格德大学、西
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摩洛哥卡萨布兰
卡哈桑二世大学、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
罕国立外国语学院、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合作开设 9 所孔
子学院，并在墨西哥开设教育中心，遍
及亚洲、非洲、欧洲、北美和南美，致
力推广中国文化，沟通世界文明。

上外拥有全亚洲首屈一指的高级翻
译学院。上外是国际高校翻译学院联合
会 （CIUTI） 亚太工作组所在地，已开
设全部联合国 6 种官方语文语对组合，
获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AIIC） 全球更
高评级，是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中国
仅有的位列世界 15 强的专业会议口译办
学机构。

上外是上海东北片高校合作办学、

松江大学园区办学和长三角地区高校学
分互认计划成员单位。学生在校期间除
修读本校开设的德语、法语、日语等辅
修专业外，可跨校修读上海市 16 所高校
开设的选修课程及涵盖文学、经济等学
科门类的 70 多个辅修专业。

倡导创新精神的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上海外国语大学建立了课内课外联
动的实践创新教育体系。上外设有国家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等多个层级的校内外实习实
践平台。上外创建了“全球重大事件新
闻 现 场 报 道 ”“ISTEPS 美 国 实 习 实 训
营”等品牌实践项目，组织学生到政府
机关、企事业机构、跨国公司等单位进
行实地社会调查、实践实习等。学校鼓
励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上外学生志
愿者活跃在上海世博会、米兰世博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多个重要国际会议、
重点国际活动和重大国际赛事的场合。

上外弘扬“海纳百川、胸怀天下”
的大学文化。上外有“思索讲坛”“博
士沙龙”等多个学术讲座品牌，每年举
行超过 500 场的精彩讲座报告。学校开
展校长读书奖、方重翻译奖等多项学术
活动，建设思想性、学术性的人文校
园。

上外每年举行特色文化艺术节并开
展包括模拟联合国、外语演讲比赛、辩
论赛等活动。学校近 100 个学生社团涵
盖各个类别，多个社团在国际、国内比
赛中多次获奖并赴海外交流。

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能力和
就业薪资等连续多年在全国高校位居前
列。每年约 30%的本科毕业生赴国外高
校继续深造，留学国家和地区涉及美
国、英国等世界各国。10%的同学在国
内重点高校继续读研深造。约 60%直接
就业的毕业生，广泛就职于外交、外
事、外贸等领域，包括国家重点政府部
门机构、全国重点省市外事部门等，同
时也包括华为、中石油等国家重点企事
业单位及全球 500 强知名企业等。

诠释世界·成就未来

欢迎报考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网址：http://www.shisu.edu.cn
多语种网站：http://global.shisu.edu.cn
官方微博：@上海外国语大学 官方微信服务号：SISUers 订阅号：sisu1949
上海外国语大学招生办公室联系方式：电话：021-55386006、55383668 电子邮箱：ao@shisu.edu.cn
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admissions.shisu.edu.cn 微博、微信：上外招生

〔高考必读·纪念恢复高考40年〕
上海外国语大学（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ISU），是国家教育部门直属、国家“211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是新中国成

立后兴办的首所外语类高等院校。建校68年来，学校以“诠释世界·成就未来”为办学理念，着力培养“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承担“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中外人文交流、服务社会进步”的使命，致力于建设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