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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市场在 2018 年的这
个春天迎来了一缕新风。从教育
部到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一系列
规范治理措施的出台清楚无误地
表明，这缕新风并非偶然，而是
大环境下的必然结果，这个大环
境就是减负。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早已在社会
各界形成共识。但总有一些学
校、培训机构逆潮流而动，钻空
子、耍花样，玩起了“猫鼠游
戏”，挖空心思地规避教育行政部
门的治理举措。

最近有媒体报道，成都一位学生
家长通过中间人约了某机构的一位小
升初“专家”，对方用两个小时给她普
及“坑班”
“点招”
“上岸”等词汇，她做
了 2000 多字的干货笔记。在当前各
地严格规范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大背
景下，
仍有机构顶风作案，
可见整顿工
作面临的阻力和复杂形势。
不仅是校外培训机构，有的民办
学校也在顶风作案。近日，有媒体报
道了广州某民办初中违规组织小升
初“秘考”一事，旋即成为舆论热
点。广州当地教育部门迅速展开调
查，涉事校长被停职。几乎与此同
时，陕西咸阳某民办中学同样被爆
出违规组织小升初考试，考试当天
上万人聚集在学校门口。面对记者
的追问，该校相关负责人诡辩称这只
是一次“素质测试”，但又承认学生
通不过测试就无法入学。对此，当地
教育局及时做出处理，约谈涉事校长
并责令学校整改。

今年初，各地教育部门出台的一
这其实并不奇怪。不少家长在减
系列减负大招、实招，让社会各界有
负问题上一直缺乏定力和定见，更多
识之士倍感振奋，让众多家长和学
的是随大流，跟着他人的脚步和舆论
生充满了期待。但与此同时，总有
风向的变化左右摇摆，表面上看这是
一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杂音，质
功利和浮躁心态造成的，但问题的根
疑减负的必要性，对减负的前景持悲
源还是教育素养的缺失。他们对教育
观态度。
规律不够了解甚至不屑一顾，看不清
与某些培训机构、学校的阳奉阴
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不知道什么才
违相比，复杂的舆论环境是减负面临
是适合孩子的教育、怎样才是真的对
的另一重阻力。当下中小学生课业负
孩子好，盲目自信又固执己见。
担过重是不争的事实，从家长、学生
减负要取得实效，学校、家庭、
到各类媒介平台，动不动就会炒作这
社会三者必须形成合力，缺一不可。
一话题，诸如“中小学生写作业到深
但凡其中有一方明里暗里拆台、不合
夜”
“节假日要上好多个培训班”
“家
作，减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减负
长陪写作业累到生病”之类话题频
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其艰巨
繁出现，似乎所有人都对学生负担过
性、复杂性人所共知，对于那些玩
“猫鼠游戏”的学校和培训机构，教
重义愤填膺。但当政府部门重拳出
击，出台有力举措减轻学生负担时， 育行政部门的态度一直很坚决，最近
几起违规开展培训、组织考试的案例
却又不断有人跳出来，唱衰甚至公开
迅速得到处置就是明证。作为家长，
反对减负。而这些一边抱怨学生负担
更应该与教育部门一道，齐心协力将
重一边反对减负的，有时很可能还是
减负进行到底。
同一批人。

/ 漫话 /

别迷信“洋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青睐欧美发达国家
设立的奖项，有的甚至愿意花费不菲资金参
赛。据媒体报道，其中一些“洋奖”被国外相
关机构或组织承包给商业机构，逐渐变味成了
一种商业炒作，在本国失去市场后便来到中
国，从报名到参加评审，再到复审和展览，这
些过程中都要支付费用，目的显而易见。
对此，有专家指出，面对“洋奖”，中国
学界应当保持平常心，没有必要过于看重。

石向阳

绘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尊崇英雄

向英雄致敬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清明节既是赏春踏青、感受生命孕育的节气，也是追思先辈、寄托感恩情怀的时刻。正是无数英雄先烈，筑就了中华民族
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复兴之路。先烈的脊梁，顶天立地；先烈的事迹，气壮山河；先烈的精神，光照未来。尊崇英雄，应成社会共识。

尊崇英雄烈士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史
的天空，
英雄烈士灿若群星，
熠熠生辉。
“英雄者，国之干。”祖国是人民最
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
标。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英雄
是其历史的重要体现，是民族精神的
重要来源，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
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
救药的。”放眼寰宇，世界各国各民族
无不捍卫和尊崇自己的英雄，各国各
民族英雄都受到尊崇和礼待。我国更
是如此。无论是建立人民英雄纪念
碑，设立烈士纪念日，还是以法律武器
守护和捍卫英烈，都表达了人们对英
烈的尊崇和缅怀。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一

股对英烈“污名化”的倾向，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在一些领域沉渣泛起。一些
人打着“反思历史”
“ 范式转换”等旗
号，以主观代替客观、以臆想代替史
实、以细节代替整体、以支流代替主
流，大做翻案文章。有的妄言刘胡兰
年纪太小不可能参加革命，有的质疑
邱少云不可能匍匐在烈火中一动不
动，有的诋毁雷锋做人太虚伪……种
种光怪陆离的奇谈怪论，对社会舆论
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思潮不
是还原历史，而是歪曲历史；不是发现
史实，而是颠倒黑白；不是学术研究，
而是别有用心，实际上是在一块一块
挖历史长城的“砖头”，试图否定崇高、
消解革命、
混淆是非。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秉承先烈志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 ，一 个 有 前 途 的 国 家 不 能 没 有 先
锋。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实现新
目标，更加需要英雄，更加需要弘扬英
雄精神，
去创造新的人间奇迹。
缅怀先烈，为的是传承红色基因，
永远不忘来路、不忘初心，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不断前进。越是了解历史，就
越能明白，先烈的一切牺牲与奉献，都
是为了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这一条
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这一部惊
天地、泣鬼神的奋斗史，振聋发聩地告
诉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鼓舞我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革命前辈

守护精神家园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历史就是历
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
变。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
坚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认识和记述历
史，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惟
其如此，才能正确认识历史，鉴往知
来，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让
我们弘扬传承英烈精神和社会正气，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
社会积极营造纪念、缅怀、崇尚、学习
英烈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推进建
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全力激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本 文 作 者 系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
原载 《人民日报》，有删节）

壮哉民族魂

的足迹继续前进，让红色基因渗进血
液、
融入血脉。
缅怀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
志，发扬他们的精神，创造新时代的光
辉业绩。
“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每一方纪念碑，每一座烈士墓，每一段
英雄故事，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铭记“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高扬理想
信念的旗帜，更好地补足精神之钙、把
稳思想之舵；树立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的必胜信念；永葆心系人民、造福人民
的赤子之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传承艰苦奋斗、

勤俭创业的优良传统，立足本职岗位
建功立业。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
神则不强。让先烈精神照亮前行之
路，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就一定能
在时代洪流中挺立潮头、
奋勇向前。
天地清明，追思悠远。对先烈的
缅怀、向英雄的致敬，既是一场精神的
洗礼，也是奔向未来的召唤。让我们
不忘先烈之志、汇聚奋斗之力，乘着新
时代的浩荡东风，风雨无阻向前进，勠
力同心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作者系新华社评论员，原载新
华网，有删节）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清明，是慎终追远的时节， 共 产 党 员 爱 的 最 高 境 界 是 爱 人
民”的孔繁森……据统计，革命
对于一国的国民来说，也是怀想
战争年代以来，约有 2000 万名烈
国家前路之艰辛、追念英烈牺牲
士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之悲壮、激发奋进之气魄的时
生命，目前有姓名可考、列入各
节。在这一天，有无数人走进烈
级政府编纂烈士英名录的有 180
士陵园，献上一捧花，拭去石碑
万人左右。正是无数有名、无名
的尘灰，致以一份敬意，在国泰
的英烈抛头颅、洒热血，从“沉
民安的现时情境里，追思枪林弹
沉酣睡我中华”的悲观绝望中，
雨的历史现场，感念壮怀激烈的
拼搏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英雄壮举。
将时间轴拉回至近百年前， 明前景，换来了从红船一叶到中
国号巨轮的历史性巨变。英烈的
彼时的中国在混沌的历史困局中
壮举，定格在了历史高处；英烈
难以找到出路。那是令严复“中
的精神，长留于天地之间。
夜起而大哭”
、让郁达夫悲叹“三
如今，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
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的中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
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彷徨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
失措的历史境遇，召唤着英雄们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
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开启民族
天，已没有国将不国的民族悲
复兴的伟大征程。
怆，没有饥寒交迫的生存磨难，
历史车轮的每一寸前行，都
但英烈们绝不会远去，也绝不会
是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取义、发扬
被遗忘。瞻望前路，依然有许多
蹈厉的结果。回望历史，这是一
“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
份长长的名单：“试看将来的环
“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李大
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需
钊，“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的瞿
要铭记英烈，汲取英烈的精神遗
秋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奋
真”的夏明翰，“在烈火与热血
斗和实干为明天奠基，迈向更加
中得到永生”的叶挺，“永远做
美好的未来。
一个螺丝钉”的雷锋，“共产党
（本文作者系光明日报评论
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
员，原载 《光明日报》，有删节）
在群众面前”的焦裕禄，“一个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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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教育部要求全面清理规
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竞赛挂牌
命名表彰等活动，全面取消高考加分
项目、
奥赛成绩不作为入学依据、
不少
竞赛被叫停。但据新华社日前报道，
多地奥数培训机构由公开转入地下，
依然火热。业内人士透露，奥数培训
机构背后是一条充斥着“速成”名师、
“冒牌”状元、
“注水”推荐名单等的利
益链条。
利益链条其实还只是表象，背后
真正的因果链条在于奥数与升学择校
挂钩。在不少地方，某些培训机构之
所以火爆，通常与当地中小学名校有
扯不清的关系。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
“坑班”，不仅“绑架”着一批又一批的
中小学生，众多家长也为此付出了不
少血汗钱。最近一段时间，经过教育
行政部门的严打 ，不少“坑 班 ”被端
掉。但是，
面对高压，
也有一些机构铤
而走险，借用其他名义和噱头偷偷举
办，招生和培训活动比以往更隐蔽。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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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营

思政课如何赢得青年

减负之计容不得
“躲猫猫”
一周
评

星期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领导
同志在谈到高校思政课的变化时，讲
述了调研中的新发现：
根据抽样调查，
有超过 91%的学生认为从思政课上得
到启迪，91.8%的学生喜欢思政课老
师；一些思政课作为慕课推上网络，
受
到全社会喜爱，
产生了积极影响。
高校思政工作的对象是人，本质
上是一项触及青年学生灵魂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思政工作不
是附带的、附属的、附加的，只有严
谨细致地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形成共
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追求，才能真正
培养出为我所需、为我所用的新时代
接班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取得
良好效果，取决于如何在“传承”和
“创新”上下功夫。
文以载道，书以育人。高校思政
教育要给青年人讲些什么？首先要讲
传统的传承。传统就是我们选择什么
样道路的问题，是一个民族、国家之
所以走到今天的源泉，也是走向未来
的不竭动力。只有明白了我们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才能使思政工作不浮
于表面。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中国
历史和中国革命，并找到从现实进入
传统的切入点。比如，针对北京大学
的学生，思政课可以从北京大学的光
荣传统讲起。蔡元培先生倡导“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李大钊、
毛泽东等革命先驱秉承对马克思主义
的坚定信仰，王选、屠呦呦等一批当
代优秀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务实态
度，都是启发青年人的重要思想资
源。把传统融入教学，才能让思政工
作有底气、有特色、有亮点。
当然，有内容也要有方法。习近
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因事而化、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与时俱进、敢于
创新，才能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否则只会陷入模式化、概念
化。美国社会学家米德曾提出，在信
息社会，人类走向“后喻时代”，知
识的传递可能是逆向的，出现由晚辈
向前辈传授的情况。以前做思政工
作，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这种
单向传播的效果不一定好。面对新变
化，能否转变观念，充分发挥年轻人
的活力和创造性，让他们也成为宣讲
的主体？
还是以北京大学为例，有不少同
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各类思政课堂
上展现风姿。有学生曾 7 次到安徽农
村陪伴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讲述她
在大山深处看到的变化，向大家阐述
青年人的社会责任；也有学生在大三
结束时携笔从戎，归来后讲述自己进
入雷锋班、获评“百名强军先锋人
物”的故事。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
一名学生，曾是一名 90 后女特战队
员。在回忆 2017 年成功营救出亚丁
湾被劫持人质的一幕时，她真切地
说：“我最自豪的时刻，就是听到被
解救的外国船员们举着中国国旗，竖
着大拇指对我们说，谢谢你，中
国！”这些感人至深的讲述成为思政
课堂上最新颖、最鲜活、最有效的教
学方式，不仅深深感染每一个听课的
学生，也为不少老师带来启发。
做好高校思政工作，必须把优良
传统讲活，将传承教育与专业学习结
合起来，真正做到理念创新、手段创
新、工作创新。善用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的方式，思政工作才能融入到青
年人的精神血脉中，进而鼓舞他们伴
随新时代的号角，树立起与这个时代
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院长、教授，原载 《人民日
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