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教评论
2017年9月4日 星期一

02 主编：张树伟 编辑：杨国营 设计：丁京红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19 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

评
一周

舆

如何上好开学第一课
金秋九月，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学，学生们又迎来了一段崭新的学习历程。开学第一课，该给学生们讲些什么？关心这件

事的并非只有校长、教师，最近许多媒体围绕“开学第一课”刊发文章，就此展开讨论。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开学第一课

一道“最美人墙”，最近
感动了无数人。暴雨突至，成
都某职校上百名教师撑着雨
伞，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人墙，
从教学楼一直连到宿舍楼门
口，只为不让没带伞的学生淋
雨。如此动人的场景，即便在
影视剧中也难得一见，当它真
实发生时，社会各界的褒扬自
然蜂拥而至。

正当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为
“最美人墙”点赞时，也有媒体
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老师

们此举固然令人感动，但可能
会让一些学生滋生“我们比老
师更值得爱护”的心理，容易使
他们的自我定位产生偏差。

细细想来，此论调貌似无
稽之谈，但也是一个提醒。老
师们对学生的爱无疑是可贵
的、感人的，爱护学生也是为师
者的本分，但爱护到何种程度
比较合适、以何种方式来表达
比较恰当，显然有可以探讨的
空间。

其实，在笔者看来，教师
表达对学生的爱，形式并不是
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
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和合理诉
求。近日，杭州市拱墅区教育
局决定，新学期开学后，在当地
一些小学试点使用新作息时间
表，尝试将学生到校时间推迟
半小时，改为 8 点 20 分。媒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此举受到
家长和学生普遍欢迎。不要小
看这区区半小时，不仅让家长
有更充裕的时间接送孩子，还
让孩子们多了一些睡眠和吃早
饭的时间，对他们身心健康的
益处显而易见。这份细致入微
的关爱，无疑值得点赞。

真正的爱总是很相似。杭
州的一些教育管理者优先考虑
到了学生早上上学的问题，在
成都，各类儿童之家的创建，则
有效缓解了“孩子放学早家长
下班晚”的困境。儿童之家具
有日间临时照料、课业辅导、家
教知识讲座、儿童社会实践、幼
儿早教等功能。据报道，截至
2016 年底，成都已建成各类儿
童之家 3334 个，建有儿童之家
的村（社区）比例达 76.89%，探
索出“院落式”“集聚式”“散居

式”“校园式”等四类模式的儿
童之家，成为服务广大儿童的
公益性活动平台。近日，全国
城乡社区儿童之家建设推进会
在四川召开，来自全国的 200
余名代表参观了成都的 4 个儿
童之家后，纷纷点赞。

类似案例在全国还有很
多，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
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
发展，改善的不仅是教育硬件
设施，越来越多的教育管理者
和一线教师，本着以生为本的
理念，真正从中小学生的健康
成长出发，立足于帮助学生们
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一些
现实问题。不仅如此，对学生
们的爱护也越来越人性化、越
来越懂得从细微之处着手，学
生以及家长自然也从中感受到
了浓浓的善意，在这种良性互

动中，家校关系、师生关系日
益融洽。

当然，随着学生年龄的增
长，爱护学生的方式也会有所
变化。不少新闻报道提到，新
学期伊始，当前出现一些专门
针对大学新生的骗局。有法律
教育专家特别提醒，“自警、
自顾、自救”这三种意识非常
重要。作为一名准大学生，应
当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提
高防范意识，学好防范技能，
而不能像小时候在家一样事事
依靠父母。毕竟，准大学生大
多数已经成年，应当逐渐学会
独立面对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必要的时候，教师再给
予适当指点和引领即可。

必须指出，即便学生已经
成年，也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
爱护可以流于粗线条。作为教

育管理者尤其需要明白，无论
学生处在哪一年龄段，对学生
的爱护绝不应止于物质层面，
对学生情感的尊重有时更为重
要。比如“大学生去网吧不能
被认定为贫困生”一事，后来
有关部门解释说这是指与学业
无关的消费，平息了舆论。但
此事也给所有教育管理者提了
个醒：凡是关乎学生切身利益
的事，一定要顾及学生的情感
认同，至少应当做好相关政
策、规定的解释说明工作，争
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一些父母对孩子的爱容易
演变成溺爱与纵容，作为教育
管理者与一线教师，应当注意
把握好爱护学生的尺度与方
式。适度与理性是不容忽视的
准则，这其中的分寸，恰恰是教
育的精髓所在。

给学生适度而理性的爱
杨国营

当我和学校吉祥物“丁香娃娃”在校门口迎
接你们时，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们成为了一个
共同体，从今天起，你们人生最灿烂、最明亮的
一段岁月，开始了！

此刻，我想送出三句话。
第一句，我想对同学们说：从今天起，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你一生必修的精神功课！
前几天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清华校长邱

勇老师说，清华是读书的好地方，也是做学问的
好地方，更是年轻人磨炼自己、为未来人生奠定
基础的好地方。清华附小呢？就在清华的怀抱
里，和清华学子们一样读书和做人，磨炼学问和
品格啊。

为什么而读书？答案一定很多，当年少年
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感动了
一代代少年。温故这个有些遥远的故事，呼应
它那铮铮的回响，就是为了提醒我们，今天还要
继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既然如此，读什么书呢？要读有字之书，中
华五千年的文学经典，这是建立你人生信念与
气质的重要资源。每天清晨要“日有所诵”，每
日要读好课文教材。一年级新同学手捧最新的
语文课本，带着虔敬朗读《升国旗》：“五星红旗，
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
么美丽⋯⋯”还要读无字之书，亲近中华民族优
秀的精神财产，比如爱国主义，比如民族精神。
今天，跟我们一起开学的 90 多岁的翟维俊爷
爷，作为国家英雄他应邀参加了 2015 年的天安
门阅兵仪式，接受岁月的答谢和祖国的敬礼。
还有参加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阅兵的朱志勇叔叔也来了，他说，我们的祖国很
强大，我们的军队很强大，我们要热爱我们的祖
国和人民军队！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先辈
奋斗与后人的呐喊仍在回响，旗帜仍在历史恢宏
的背影里与伟大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飘扬，而今的
你，被过去的历史所感召，因今天的民族强大而
自豪，就会志存高远，就会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的志向，当做必修的精神功课，在读有字之书
与无字之书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
信，扎中华根，铸民族魂，做具有国际视野、天下
情怀的现代中国人。

第二句，我想对家长们说：从今天起，为中
华之崛起而共生，开启家庭教育的“2.0时代”！

一个孩童，一旦和学校联系在一起，就意味
着他有了学生的正式身份，走进了社会，成为这
个世界的一部分，成为家庭和学校共同的孩
子。原来相对封闭的家庭教育要牵手学校，在
家校的信任、磨合和家长自我提升中完成家庭
教育的升级，开启以携手共育为主色调的“2.0
时代”。我们共同关注孩子世界的三个元素：教
育、教养及学习。

关于教育——希望家长能遵循国家价值
观，尊重教育规律，认同学校理念。一所好的学
校，一定是一所不懈追求教育梦想、努力践行教
育改革的学校。清华附小“儿童站立在学校正
中央”的理念，会通过成志教育，以“1+X 课程”
为载体，帮助学生核心素养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的形成，一起为孩子们聪慧与高尚的人生
打好底色，并实现未来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关于教养——有人说，孩子是一面镜子,以
孩子为镜子，可以看到家长的影子。我们微笑，
孩子微笑，我们愤怒，孩子愤怒。当你以充满喜
悦的心面对他人、面对家庭和孩子，孩子将回报
你灿烂的微笑。反之，一个自私、自我、骄横甚至
有些跋扈的家长，对孩子面对他人、面对社会无
疑是错误的示范和绊脚石。你需要承当教练和
楷模，花大力气悉心指导孩子的日常伦理，尊敬
师长、知书达理，培养孩子美好的性情和心灵。

关于学习——不要把儿童的知识成绩当唯
一，更不要把学习当作特长来专一。不要因为
你自己当年的遗憾或经验，一厢情愿或自以为
是地逼迫孩子为你的面子添金，为你的梦想圆
满。孩子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他属于他自
己，也属于他要拥抱的社会。你当下的理念及
日常言行，很大程度决定着给未来社会送出一
个什么样的孩子。

孩子从幼儿园到学校的跨度，对很多家长
而言，这是一次艰难的蜕变，也是孩子给你的最
伟大的机遇。我们要着眼孩子的一生，把做人
当作第一要义，把做人的成绩当作最大成绩。

第三句，我想对老师们说：从今天起，为中
华之崛起而育人，做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小学老师，日出而行，日落而归。你们的每
一秒钟，都将深情地注视着孩子，你们的每一秒
钟，都将被孩子们仰望的目光所注视。你们是
孩子心目中最高大、最完美的成年人。你们将
无处不在，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你们是站在一
个生命从花朵到果实的路上的陪伴者，你们以
孩子们人生引路人的姿态，不知疲倦地站在他
们人生最重要的驿站上，给他们奔跑的方向。

我知道，这样做很累，很累。而你们的荣誉
是，孩子们虔诚的仰望和无与伦比的信赖。我
知道，和你们全天候的劳累相比，和你们的寂寞
与清贫相比，和这个时代五光十色的名利相比，
这份务虚的赞美有点让人心酸，但我还是要说，
请珍视这份荣誉。鲁迅先生说，“谁塑造了孩
子，谁就塑造了未来。”某种意义上，你们就是在
塑造这个国家的未来，塑造国家的气质和内
涵。请珍视这样的荣誉，珍视这样的托付，相信
你们定不辜负。因为我们深知，选择教育就是
选择修炼。我们深知自己并不完美，但我们懂
得去自觉地努力再努力，修炼再修炼。

（本文摘编自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在2017—
2018学年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有删改）

从今天起
共为中华之崛起

窦桂梅

随着教师资格、教师编制、特岗教师
统考政策的全面推行，教师招聘培训行业
近年来可谓异军突起，迅速成为热门培训
市场。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招教培训市场
作为新兴领域，动辄过万元甚至数万元的
学费，令人咋舌。如今打着“包过”噱头
的“天价班”在公考培训市场已经鲜有一
见，取而代之的是“不过退费”的高额协
议班，尤其在处于公众关注“死角”的招
教培训市场出现。一旦协议签订后，学员
实际退费时，将面临复杂的退费流程和苛
刻的退费要求。最终就算能退也不可能全
退，而稍有不慎或遇突发情况，高额学费
就打了水漂。

招教培训市场
不能成为监管“死角”

/ 漫话 /

王铎王铎 绘绘

/ 论教 /

又到了开学季，大一新生们
要面临全新的校园生活，当然这
也离不开金融服务。比如办银行
卡、使用移动支付、接触信用卡
产 品 、 消 费 贷 等 。 在 这 些 跟

“钱”相关的活动背后，如何理性
选择、适度消费成为很多学生需
要掌握的开学“第一课”。

对于全国成百上千万的大学
新生来说，大学生活是完全不同于
小学、中学生活的一种全新体验，
其中独立自主，成为对大学生的一
个基本要求。而在这个“独立自
主”的概念里，就包括了对金融服
务、经济生活、日常消费的科学与

合理安排。所以，趁着大学开学
“第一课”，我们很有必要和刚刚迈
进大学校园的新生来“谈谈钱”。

在小学和中学时代，买什么
东西，什么时候买，基本上由家
长来说了算，而进入大学，家长
除了按月或按年把学费、生活费
打入大学生的账户，无法有效约
束大学生们的消费。这种经济上
的相对自由，也意味着相对的盲
目和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些自控
能力差的大学生来说，突然之间
自己花钱没人管了，难免会大手
大脚，非理性消费。这不但会增
加父母的经济负担，而且容易养

成大学生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
当父母所给的生活费无法满

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很多大学生
也不好意思再问父母要钱，这时
候怎么办？随着校园贷的流行，大
学生可以不用欠人情，也不用抵押
什么财产，只要凭借一张手举身份
证的照片，就能借到几千几万元的
钱。但很多大学生却落入贷款陷
阱，无法自拔，甚至连人生的命运
走向都被迫发生改变。所以，坚持
理性消费，不要轻易贷款，应该
是给所有人的忠告。

现在从国家到社会，越来越重
视信用体系的建设，个人信用的含

金量越来越高，正在从一种“无形
信用”变为“有形资产”，大学生理
应从大学时代开始就重视个人信
用建设，避免因为信用卡透支、逾
期不还款等等损害个人信用。

一定的理财体验有助于大学
生对风险的认识、对经济发展的
了解，同时对培养良好的理财习
惯也有帮助。然而，无论哪种理
财方式都不能过度，尤其是对于
股票、基金这类高风险的投资
品，大学生最好以体验为目的，
而不能以追逐财富的多少为目的。

（作者苑广阔，原载《北京青
年报》，有删改）

开学第一课和大学新生“谈谈钱”

“百善孝为先”，这是中华民
族流传多年的经典，但似乎也成
为了家庭教育中“最熟悉的陌生
人”。对于很多未成年孩子的家长
来说，恐怕认为“学习好”最孝
顺，毕竟，这是对父母“最好的
回报”。实际上，如何孝顺也需要
学习。作为家庭版的“开学第一
课”，家长不妨就跟孩子说说什么
叫孝顺。

让家长谈这个话题似乎有点
难。有时候，或是出于本能，或
是为了省事，家长总是羞于或懒
于跟孩子们谈孝顺，仿佛告诉孩
子你要孝顺我是在“自我邀功”。

然而，孩子其实就是一张白纸，
所有关于酸甜苦辣的切身感受，
需要经过家长的反复教导后才能
形成概念固化，更何况“孝顺”
这种抽象且多变的概念。

你 不 去 告 诉 孩 子 怎 么 叫 孝
顺，只是把鱼肚子中间那块无
刺、肥厚的肉一遍遍夹给孩子
吃，习惯后孩子自然认为这是理
所应当享有的。指望着孩子自己
能够感知、顿悟何为孝顺的难度
不言而喻，如此易于言表但难于
理解的概念，必须在家里关上
门，百无禁忌地谈清楚。

当 明 确 了 要 不 要 谈 孝 顺 之

后，接下来说说怎么谈。偌大
的操场上，孩子们集体给父母
洗脚，洗着洗着，双方就跨越
脚盆，抱头痛哭——这一幕或
许你我都不陌生，这种谈孝顺
的方法被屡屡批评，却一次次
上演。

时代在改变，对于一些传统
的“孝道”，我们要理解其精神而
非照搬照抄。否则，我们今天作
为儿女是否依然要“亲尝药汤”
呢？作为家长，我们不能总理
直气壮地对孩子说“我就是这
么过来的”，更不能动辄就祭出

“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空

洞表白。从目的出发，带着问
题意识，让孩子们发自内心地
懂得什么是孝顺，或许效果会
更好。

让孩子懂得孝道，每个家庭
的生活其实就是最好的课堂。让
孩子融入到真实的家庭生活中，
每个父母也要努力做到言传身
教。某种意义上说，家长自己的
孝顺之道就是给孩子的最好教
材。就像多年前的那个公益广告
一般，儿媳给婆婆洗脚，自己的
儿子自然会模仿复制。

（作者张世光，原载《工人日
报》，有删改）

开学第一课不妨在家里上

又是一年开学季，关注了数日有关新学
期开学的新闻，笔者窃以为，这“开学第一
课”已经到了必须从“不攀比”和“拒奢
华”学起的时候了。

大学新生报到，不论家庭经济状况如
何，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
品大致都是“标准装备”；每个月的生活费
到底应该给多少钱，业已引发数轮争论；中
学生开学，同学之间也常常喜欢比比暑假都
去了哪里旅游，以及自己是否又换了新手
机，玩游戏又充了多少钱；小学生亦不能幸
免，书包、文具甚至爸妈开什么车等都成了
攀比的对象。

如果说早年间学子们互相攀比学业成
绩、特长爱好还有几分可取之处的话，如今
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比拼”可就是有百害
而无一利了。

但这能全怪孩子们吗？显然不能！笔者
见过一个孩子，在班级里看谁都不入眼，为
什么呢？笔者亲耳听见他的父母教育他，

“你的生活多幸福啊，你们班谁的爸爸有你
爸爸赚钱多？”“你的同学谁像你一样有那么
多高档玩具？”天天接受这样的家庭教育，
你还指望孩子能不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

不仅是家长，包括老师，要时刻注意自
己的言行。要从源头堵住孩子们年纪不大就
钻进钱眼里的趋势，要以身作则让孩子们明
白“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是好汉”的道理。
这样的开学第一课，远比教他们如何学习，
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如何发挥自身特长更重
要。

（作者杜学峰，原载 《中山日报》，有
删改）

开学第一课应从
不攀比拒奢华学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