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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零起点’教学，严禁教
师有偿补课，作业批改必须由教师完成，
不得让家长或学生代批作业，并将对校外
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行动。”这是山东
省青岛市教育局等7部门日前联合颁布的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中规定的。

青岛市规定，为学生布置作业要进行
科学设计，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学段合理要
求布置作业内容和方式，提倡分层布置作
业，不布置机械重复、死记硬背型作业；小
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课后作业；作业批
改必须由教师完成，不得让家长或学生代
批作业。

代批作业？违规！

二十几岁可以干啥？有人在熬夜备战
考研，有人在四处投简历找工作，还有的
已参加工作，在职场新人的道路上摸爬滚
打⋯⋯但对于有的人来说，二十几岁的他
们已经取得了一番令人瞩目的成绩。比如
在教育界，有年轻学者二十几岁就已跻身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行列，让无数人羡
慕嫉妒不已。

最近有媒体报道，出生于 1990 年、
今年刚从同济大学物理学专业博士毕业的
李东，获聘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引发舆论关注。其
实，二十岁出头就成为大学教授、博导，
仅见诸媒体报道的就不乏其人，如 22 岁
即被破格聘用为中南大学教授级研究员的
刘路、同样出生于 1990 年的浙江大学教
授杨树和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刘明侦等。

年轻学者脱颖而出，取得了同龄人难
以企及的成绩，可喜可贺。其实，无论在
其他国家还是其他行业、领域，都不乏年
少成名的“人尖子”，每每引来众人的赞
叹。他们当然配得上众人的点赞和艳羡，
但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与媒体的卖力炒
作、网民的热情追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当事者本人大多低调内敛，极少出现在媒
体的聚光灯下，有的甚至根本不接受媒体
采访，更遑论有高调狂傲者。

青年才俊大多并非浪得虚名，他们少
年得志，说明具有突出的才华与智慧，而
他们应对外界的喧嚣和媒体的态度，也再
次印证了这一点。他们比普通公众更加明
白，一时的成绩只代表过去，何况有些荣
誉的获得，还要归功于外界因素的支持或
者说自己的好运气。比如，二十多岁就能
成为大学教授，自然离不开高校破格用人
的魄力与求贤若渴的诚意。面向未来，他
们还需要用更大的成绩证明自己，更何况
放眼更宽广的时空，有些人在二十几岁取
得的成绩，远比他们显赫得多：詹姆斯·
沃森 25 岁时与克里克合作发现了脱氧核
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爱因斯坦 26 岁发
表了狭义相对论，丘成桐 27 岁证明了卡
拉比猜想而一举震惊世界数学界⋯⋯

与青年才俊们自身的从容淡定相比，
媒体的炒作和公众的追捧反倒显得有些俗
气。热衷于炒作渲染年少成名的故事是一
种常见的社会心理，但当下这种心理有走
向病态的趋势。比如，拿个别人的成功作
为自我嘲讽或贬低大多数人的口实，聒噪
一时的“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之类话
语即是个中典型。倘若按照这种逻辑推导
开去，从出生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在各个
领域都在被同龄人抛弃，并且这种“挫
败”会一直延续。这类论调是名副其实的

“毒鸡汤”，不仅毫无营养，还会在人群中
制造不必要的焦虑与恐慌。

一些年轻学者虽然取得了突出成绩，
但无论是学术生涯还是个人生活，他们未
来的道路依旧漫长，针对他们的追捧与炒
作，不仅会干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
界的双重平静，甚至会有“捧杀”的负面
效果。人生没有统一的模板，每个人的二
十几岁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人生高
峰则因人而异地分散在不同年龄段。“二
十几岁就成功”是很多人都有的人生梦
想，有的人实现了，但大多数人未能如
愿。如愿实现的人是幸运的、值得羡慕
的，但没能如愿的人也不必妄自菲薄，更
不应拿别人的成功折磨自己、打击公众。

作为媒体，报道此类人和事原本无可
厚非，但要警惕落入一味猎奇或炒作的窠
臼。媒体应当坚守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职业
操守，在做好正向价值引领的同时，对貌
似正向叙事背后潜在的负能量应保持警
醒。

（作者系本报记者）

宣扬“二十几岁就成功”
未必是好事

杨国营

“找工作这么难，还是继续读研
吧”“既然收入不理想，不如再念个
博士”⋯⋯临近毕业季，这样的“毕
业宣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本科生、
研究生的口中。有媒体记者发现，部
分学生以求学方式逃避就业，求职市
场“学历倒挂”现象突出。

因为工作难找，现在的年轻人可
以选择“缓就业”，选择去读研或者
考博，说明社会进步了。因为在以
前，很多家庭是没有条件允许孩子慢
慢就业的。大中专生尽早毕业，参加
工作，是很多中老年人的记忆。同
样，在很多人的记忆中，的确是学历
越高，越能找到社会地位高和收入高
的工作。这些记忆或者说历史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毕竟在过去，能够接受
高等教育的人相对较少，国家快速发
展又急需高学历人才，那么当时以学
历来录用人才，以学历高低划工资等
级也是难免的。

但在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定
义及选取人才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多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
平 均 每 年 维 持 在 6% 左 右 的 增 幅 。
2016 年 全 国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规 模
589800 人 ， 比 2007 年 增 加 22.9 万
人，增长 63.6%。2016 年硕士研究生
在校生规模为 1639024 人，比2007年
增加 66.7 万人，增长 68.5%。博士研
究生2016年招生77252人，较2007 年
58022 人增长 33.1%，2016 年在校生

342027 人，较 2007 年 222508 人增长
53.7%。高等教育经过多年的快速发
展，高学历人才已经满足甚至超过
了市场的需求，那么社会对人才标
准的评判标准进行细化，以能力来
选取人才就成为必然。更为重要的
是，现代人才考评和衡量机制的建
立，也决定了吃学历“大锅饭”的
时代早已经过去。

其实，在现代教育理念中，从来
就没有说高学历一定会获得高回报，
而是获得的教育越好越高，获得高收
入工作的概率越大。当一个本科生能
够胜任一个岗位，而一个硕士做得还
没有这个本科生好时，这个硕士凭什
么拿到比本科生高的工资？人们常

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于企业
来说，学历只是筛选人才的标准之
一。当你进入一个企业，你必须通过
业绩来换取更高的收入，成绩越大，
工资才能越高，而不是学历越高，工
资越高。其实，不只是企业，越来越
多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如今也是以
能力和业绩来招聘和考核人才的，目
的就是对人才的管理实现现代化和科
学化。

谈到这里，很多人应该清楚“学
历倒挂”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大学
毕业只是一个起点，正如赛跑比赛，
大学毕业只是给人一个参加比赛的资
格。在比赛中，人们评判一个人的标
准是跑出的成绩如何，而不是学历高

低。雇佣关系的本质是商业价值的交
换。也就是说，现在雇佣关系对人才
的要求是学历高，还得能力强。你给
工作单位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对方才
会根据市场规律，给予你相应的回
报。

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通识
教育，只能给你一张参加工作的入场
券。如果想获得更高的报酬，最好的
做法就是做好职业规划，提高自身的
价值，进而进行“等价交换”。从这
个角度说，那些想通过考研和考博来
逃避工作的人也该注意了，如果你不
能掌握一技之长，毕业后仍然会面临
失业。

（作者系职员）

求职市场“学历倒挂”是个伪命题
刘义杰

石向阳石向阳 绘绘

“ 加 大 力 度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总书
记日前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总揽全
局，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
本遵循，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
一起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
台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决心之大、污染治理力度之
强、环境质量改善之快前所未有，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成效
明显，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
在持续改善，出现了稳中向好态
势。但不时曝出的环境污染事件仍
在警醒人们，生态环境保护一旦松
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甚而加重
治理难度。现在，我国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生态环境治理也
到了重要的窗口期和机遇期，为生
态文明建设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
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
系统工程，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
头，治理的复杂程度和困难程度越
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环境治
理问题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全
民的事情，必须印刻在每个人的头
脑中，体现在每个人的行动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
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
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
题。环境污染，没有人能独善其
身。环境保护，亦没有人能置身事
外。眼下，环境污染呈现出复杂性
和多样性特征，环境治理不能停留
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

应该标本兼治，着力使环保理念入
脑入心。要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严谨生动地开展学习宣传，把
生态文明教育贯彻到教育教学全过
程，推动生态文明教育进教材、进
课堂、进头脑，让下一代从小就具
备生态文明意识，从小就感受到环
保价值，进而引导全社会树立崇尚
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

从小对孩子进行环保教育，对
世界各国而言皆为惯例。德国的环
保教育从幼儿就开始进行，自然常
识课程里对学生进行自然和环境保
护的教育内容直接具体，教学内容

也相对较多。美国将环保知识融进各
教学科目，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就会
学习“爱护树木”“爱护地球”等文
字，从小就已经潜移默化地有了环保
概念；小学时，老师讲简单的自然常
识，告诉孩子们保护环境的意义；到了
中学，学校会从物理、化学、生物等角
度解释一些环保原理。新西兰的小学
开设了园艺种植课，帮助孩子们学会
不使用化肥种植花卉和蔬菜，从而减
少化肥给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放眼
各国在家庭中开展环保教育的做法，
可谓各有特色，本质上无不归结到对
环保理念的深刻认同和务实实践上。

可以说，环保教育无所不在，只
要育人者时时留意、处处留心，生活
中到处都是开展环保教育的生动课
堂。为此，各级各类学校要完善课程
体系，把生态文明教育摆在学生素质
教育的突出位置，将生态文明理念融
入各学科专业的教育教学中，从小抓
起，从源头抓起。要强化分类施策，根
据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
的特点，以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为重
要载体，分类抓好各年级学生的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要注重氛围营造，利
用校园网、宣传栏、校园广播等多种载
体，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开展
宣传，营造全民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的
氛围。同时，强化全民参与，提升更多
家庭的生态文明意识，动员更多亲子
家庭主动了解环保知识，从而实现更
广泛的全民环保互动。当务之急是建
立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培养方式、培
养目标和评价标准，用学生喜闻乐见
的语言对环保理念和环保知识进行解
读和宣传，把理论话语转化为大众话
语，缩短理论政策与学生群体之间的
距离，让学生容易接受、乐于接受。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但终归到底还是你们的”。孩子是绿
水青山的见证者，更是美好未来的缔
造者，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已经被他
们紧紧攥在手中。环境治理问题不仅
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全民的事情，更
是年青一代无可推卸的责任。生态文
明建设，应该汇聚起更加广泛和庞大
的环保力量，促进全社会致力于生态
文明建设。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环保教育要汇聚起全民力量
郭立场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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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问题不仅
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全民
的事情，更是年青一代无
可推卸的责任。生态文
明建设，应该汇聚起更加
广泛和庞大的环保力量，
促进全社会致力于生态
文明建设。

广州市广大附属实验学校招聘
·招聘信息·

广州市广大附属实验学校创建于 1998
年，是一所由广州大学举办的十二年一贯
制优质民办品牌学校。学校现有 78 个教学
班，教职工 300 多人，学生近 3600 人。教
师福利待遇优厚，购买社保、医保、住房
公积金、年金，有校内教师公寓分配。

因学校教学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招
收高中各学科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广
东特支计划”教学名师，省级以上优秀教
师、市级以上名教师，省、市各类工作室
主持人、学科带头人以及省、市“百千
万”人才培养对象等名师，承诺月薪2万—
3万元，要求年龄不超过65周岁。

持有相应证书者可将简历投递至学校
邮 箱 gdfssyxx@163.con 或 直 接 致 电 020-
86022605、020-86023942与张主任联系。

一一、、招聘岗位及条件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一）） 教学人员教学人员：：
语文语文：：33 人人；；数学数学：：33 人人；；英语英语：：33 人人；；政治政治 11 人人；；历历

史史：：11 人人；；地理地理：：11 人人；；生物生物：：22 人人；；体育体育 11 人人；；音乐音乐：：11
人人；；微机微机：：11人人；；心理心理：：11人人。。

条件条件：：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全日制师范教育专业全日制师范教育专业，，具具
备所报学科教师资格证备所报学科教师资格证；；多媒体教学熟练多媒体教学熟练，，专业知识功专业知识功
底扎实底扎实；；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责任心强，，团队精神佳团队精神佳；；县区及以县区及以
上学科带头人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优秀教师等及有班主任工作经骨干教师优秀教师等及有班主任工作经
验者优先聘用验者优先聘用。。教学岗位两年及以上所报学科教学经教学岗位两年及以上所报学科教学经
验验。。

微机岗位微机岗位：：全日制本科全日制本科，，教育技术专业优先教育技术专业优先。。
心理岗位心理岗位：：全日制本科全日制本科，，教育类专业优先教育类专业优先，，二级心理二级心理

咨询师优先咨询师优先。。

（（二二）） 教辅人员教辅人员：：
实实验员验员：：11 人人。。中学物理中学物理、、化学化学、、生物实验室工作优先生物实验室工作优先。。

男士优先男士优先，，优秀者年龄可放宽优秀者年龄可放宽。。有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有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
财务人员财务人员：：11 人人。。正规本科院校会计类专业正规本科院校会计类专业。。初级及初级及

以上会计证以上会计证。。
教务员教务员：：11 人人 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全日制师范类应往全日制师范类应往

届毕业生届毕业生。。能住校者优先能住校者优先；；团队合作优秀者优先团队合作优秀者优先。。熟练掌熟练掌
握电脑办公软件握电脑办公软件。。

副班主任副班主任：：88人人（（44男男44女女）。）。本科本科及以上学历及以上学历，，全日制师全日制师
范类应往届毕业生范类应往届毕业生。。住校者优先住校者优先；；团队合作优秀者优先团队合作优秀者优先。。

二二、、招聘程序招聘程序

（（一一）） 请将本人简历请将本人简历、、近期近期 22 英寸免冠彩照英寸免冠彩照、、身份证身份证、、
毕业证毕业证、、学位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等相关证件电子版等相关证件电子版，，以以““姓姓
名名++应聘岗位应聘岗位””打包发送至邮箱打包发送至邮箱：：gxqhczxjdc@gxqhczxjdc@163163.com.com。。

报报名时间名时间：：20182018年年55月月2222日—日—
66月月66日日。。

（（二二）） 面试面试：：审核合格者接通审核合格者接通
知后知后，，参加学校面试参加学校面试；；教学岗测试学科教学能力教学岗测试学科教学能力；；其他岗其他岗
位面试测试竞聘者的合作能力综合素质等位面试测试竞聘者的合作能力综合素质等。。

三三、、薪资待遇薪资待遇

11..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
22..缴纳社会保险等缴纳社会保险等。。
33..学校规定的其他福利待遇学校规定的其他福利待遇。。
地址地址：：山山东省济南市济南高新区孙村街道办事处东省济南市济南高新区孙村街道办事处

10021002 号号
邮编邮编：：250104250104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5310531——8876722788767227
联系人联系人：：王老师王老师

济南高新区海川中学是由济高基础教育集团与济南高新区实验中学联合创办的一所现代化济南高新区海川中学是由济高基础教育集团与济南高新区实验中学联合创办的一所现代化、、高标准高标准
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学校地理位置优越学校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优美校园环境优美、、教育教学成绩屡创新高教育教学成绩屡创新高，，已成为济南民办教育典范已成为济南民办教育典范。。

现招聘各学科优秀教师现招聘各学科优秀教师、、教辅人员教辅人员，，待遇丰厚待遇丰厚，，欢迎符合要求的优秀人士加盟我校欢迎符合要求的优秀人士加盟我校。。

济南高新区海川中学济南高新区海川中学20182018年教师年教师

聘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