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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首份《学龄前儿童运动发展与睡
眠健康万人问卷报告》出炉。报告显示，在运动
方面，上海 3—6 岁幼童已经基本可以与加拿
大、荷兰等国幼童持平，但在睡眠方面，上海
3—6岁幼童明显低于全国同龄孩子的平均水平。

“看上去只是一份课题调研报告，但实际上
我们已经为这份报告准备了十余年。”据调查课
题主要负责人花静介绍，3—6岁是孩子身心健
康、智能发育的关键期，营养、运动和睡眠是这
一时期成长的重要因素，“现代社会，营养都不
错，很多家长也知道了运动的重要性，但对孩子
的睡眠问题，重视不够。”

给孩子补补觉

/ 漫话 /

评
一周

舆
6 月是考试季，上旬有高考，

中下旬时各地中考次第登场。考试
考什么？知识和技能。或许很多人
会脱口而出。是，但也不全是。对
知识和技能的考查只是考试基础
性、表面化的功能，考试一词，有
着更为丰富的意涵。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日前发布
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社会艺术水平
考级各项诚信标准，实行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健全褒扬和
激励诚信行为机制。诚信考试是对
考生的最低要求，失去了诚信，考

试将变得不再有意义，因为比知识和
技能更重要的，是人的品格；品格是
前面的“1”，知识和技能是后面的

“0”，品格考试不过关，知识和技能
再好也将失去其价值，这就是无论任
何国家和时代，对考试舞弊者都采取

“零容忍”态度的原因所在。
考试的功用在于选拔，旨在让更

优异者脱颖而出，人才选拔的关键是
保证科学性，而公平性则是科学性的
重要内涵，当下不少公众言考试必谈
公平，道理正在于此。对于影响千百
万考生前途的中高考而言，公平更是
无数考生及家长心之所系。据《北京
青年报》 报道，北京市今年 6.3 万余
名高考生中，共有 5868 人次在录取
时可以享受优惠，创近六年新低；其
中仅有 343 人次能够享受加分政策。
高考加分项目的日益严格规范，正是
公平的题中之义。

无论是规范高考加分还是推进新

高考改革，都是为了让高考更公平，
更有利于人才选拔的科学性。而对于
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工作者而言，让
考试更公平、更科学，对他们而言其
实也是一种考试，考的是他们的责任
心和使命担当。

倘若把对知识和技能的考查视作
考试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考的便是
责任心与使命担当。相比于教育行政
和考试部门，教师群体的责任心与使
命担当，很多时候体现得更为充分。
老师们经常出题考学生，殊不知老师
们的一言一行，学生们更是看在眼
里，他们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时时在为
老师们打分呢？

最近，杭州某中学初三毕业班的
同学们偷偷给班里 7 名任课老师出了
一份“毕业考卷”，这份考卷出得像
模像样：共有 28 道题，分第 I 卷 （选
择题） 和第 II 卷 （简答题） 两部分，
涵盖了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物

理等科目。题目则显得古灵精怪，比
如“如果语数外和科学等四科的老师
同时掉进水里，您会先救谁”“如果
老师您开着豪车不小心撞到了别人的
小电驴，应该负民事还是刑事责任”

“班上谁是您最得意的门生”，等等。
拿到试卷的那一刻，7 位老师的反应
都是一样的：想哭又想笑。

孩子们无疑是可爱的。透过这份
“毕业考卷”，他们对老师的感恩之心
和不舍之意溢于言表。这份答卷是有
形的，其实无形的答卷早已渗透在师
生们的点滴日常。如果每一位教育工
作者都能肩负起自身的使命担当，履
行好自身职责，就不难作出一份合格
以至优异的答卷，也必将收获来自学
生的真挚回馈。

比责任心和使命担当更高层次的
考试，是考验大爱。谈到大爱，同样
与教师紧密相关。对于教师来说，当
学生遭遇危险，保护学生往小了说是

本职工作，往大了说是天职，这是全
社会对师德的高标准要求，更是无数
教师内化于心的行动自觉。只有这
样，当危险不期而至，身为教师，才
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瞬间作出抉
择。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
之风希望小学的李芳老师，就是最近
涌现出的一个典型。李老师在生死一
瞬间作出的伟大抉择，又何尝不是作
出了一份有关师德的答卷？这份答卷
的题目是“教师的天职”，情境是处
在危险中的学生，而李芳老师则以生
命作答，彰显了一位师者灵魂的伟
大，谱写了一曲大爱之歌。日前，教
育部决定追授李芳老师为“全国优秀
教师”，也是对她崇高师德的肯定。

有些考试是有形的，有些则是
无形的，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考
试无处不在，透过考试测评出的，不
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人格与灵魂
的底色。

有形的考试 无形的答卷
杨国营

石向阳 绘

近日，一段“黄冈学生不做黄冈密卷”
的视频在网上热传，黄冈中学的多名学生
在视频中表示，听说过《黄冈密卷》，但是从
未做过里边的套卷，并称“这些都是假
的”。记者联系了黄冈中学一位陈姓负责
人，他表示，《黄冈密卷》和学校没有任何关
系，学校现在在职的老师也没有参与编写，
现在学校的学生不会去做《黄冈密卷》。

有媒体调查发现，《黄冈密卷》主编其
实是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考试科学研
究中心主任王后雄，系湖北黄冈人，多年来
其主编的黄冈系列教辅已在市面上打响品
牌知名度。做了那么多年黄冈题，现在才
发现卷子竟然跟黄冈中学一毛钱关系都没
有，得知真相的网友纷纷掉泪。其中也包
括我自己。20 多年前高考备考，我们学校
高三学生人手一套黄冈试卷，其难度据说
比高考还要难。我清楚地记得数学老师一
面讲解黄冈卷一面安慰我们———啊啊，
这题做不出来不要紧，那题做不出来也不
要紧，“高考不会考那么难”。总之做完题
的感觉就是没感觉、麻木，或者说，每做一
次黄冈卷，就是对自己的一次羞辱。

如今真相大白，除了心塞，看其他网友
议论，发现其实类似情况还蛮常见的。密
卷多如牛毛，不止黄冈一家。比如启东中
学的学生表示从来没见过《启东中学作业
本》，衡水中学的没做过《衡水金卷系列》，
南通的学生没做过《南通小题》⋯⋯让我想
起之前章丘铁锅走红，有章丘人站出来澄
清只知道章丘大蒜，从未听闻有章丘铁锅
这号物事。从来商业上出现的李逵与李
鬼，为的不过销量，争的不过一个“利”字。
但你要说黄冈人编的《黄冈密卷》真的就不
如黄冈中学学生做的卷子，或者说，黄冈中
学就能垄断“黄冈”这个地名、代表黄冈其
他学校，独享所有以“黄冈”为名的考题书
专利？我看答案还真没那么是非分明。

“黄冈神话”早已远去，回顾起来，黄冈
中学过去在高考及国际奥赛中取得骄人战
绩，做题并非唯一法宝。贫困地区的寒门
子弟为出人头地而格外用功，透过层层筛
选集中的优质生源，还有名师群体的互相
激励与带动效应⋯⋯黄冈中学过往的辉
煌，那是特定时代一系列因素叠加与综合
作用的结果。有趣的是，黄冈中学如今光
环不再，可为何打着其名号的高考产品依
然吃香？我自己的解释，这是如今高考备
考不少学校和考生依然迷信题海战术的反
映。外地一般学校，老师觉得多做题没坏
处，把名校的题目买来让学生全做一遍，宁
可错杀三千不可漏过一个，自己也算尽到
了责任。至于学生水平适不适合做黄冈
卷，做题到底是求心安还是真能提高，这些
更重要的问题反而被放过了。

我看到有的评论认为：《黄冈密卷》
虽然与黄冈中学无关，但确实和“黄冈”
这一品牌的价值维护有关，因此“从商标
注册到品牌维护，（黄冈中学） 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可是，即便“黄冈卷”被破
真身，还是会有“天利 38 套”和其他名
校卷，黄冈中学的名师流动、出走、被
挖，他们的教学经验也还是黄冈品牌的延
续，与其固守神话“黄冈”这个金字招
牌，不如好好想想，如何让考生真正从题
海战术抽身出来。

（原载《南方都市报》，有删改）

固守名校招牌
不如反思题海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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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外启迪教育集团 礼聘礼聘 全国优秀教师、教育管理人才
·招聘信息·

苏国外启迪教育集团为专业从事教育投资和运营的大型教育集团苏国外启迪教育集团为专业从事教育投资和运营的大型教育集团。。
自自 19951995 年创办首所国际化全日制民办寄宿学校年创办首所国际化全日制民办寄宿学校——苏州国际外语学校苏州国际外语学校，，
二十多年成功的办学实践二十多年成功的办学实践，，在国内教育界打造了将中国教育体系与国际在国内教育界打造了将中国教育体系与国际
教育体系高度融合的教育模式教育体系高度融合的教育模式。。现拥有学前教育现拥有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和教育培训四大教育板块和教育培训四大教育板块，，校区遍及苏州校区遍及苏州、、杭州杭州、、南通南通、、滁州滁州、、青岛青岛、、
哈尔滨等城市哈尔滨等城市，，现面向全国招聘优秀人才加入我们的团队现面向全国招聘优秀人才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将为您我们将为您
提供一流的待遇提供一流的待遇、、业务进修及国外培训机会业务进修及国外培训机会；；以优惠条件提供住宿以优惠条件提供住宿，，子子
女优惠入学女优惠入学。。

招聘岗位及条件招聘岗位及条件

11..滁州校区滁州校区 （（滁州外国语学校滁州外国语学校，，工作地点工作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安徽省滁州市））
招聘岗位招聘岗位：：初中各学科骨干教师初中各学科骨干教师。。
相关说明相关说明：：学科带头人及以上名特教师学科带头人及以上名特教师、、有突出贡献的中高层管理有突出贡献的中高层管理

人员人员、、有国际课程教学及管理经验者优先有国际课程教学及管理经验者优先；；符合相关人才引进政策的符合相关人才引进政策的，，
可享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可享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5500550--37302013730201 陈老师陈老师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chuzhouwgy@chuzhouwgy@163163.com.com

22..启东校区启东校区（（启东启迪外国语学校启东启迪外国语学校，，工作地点工作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
招聘岗位招聘岗位：：小学各学科骨干教师小学各学科骨干教师、、幼儿园园长幼儿园园长、、幼儿园教师幼儿园教师。。
相关说明相关说明：：学科带头人及以上名特教师学科带头人及以上名特教师、、有突出贡献的中高层管理有突出贡献的中高层管理

人员人员、、有国际课程教学及管理经验者优先有国际课程教学及管理经验者优先；；符合相关人才引进政策的符合相关人才引进政策的，，
可享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可享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5120512--6576383165763831 蒋老师蒋老师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qdqdwgyxx@qdqdwgyxx@163163.com.com

33..哈尔滨校区哈尔滨校区（（哈尔滨美加外国语学校哈尔滨美加外国语学校，，工作地点工作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招聘岗位招聘岗位：：中小学各学科特级教师中小学各学科特级教师、、省市级骨干教师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学科带头

人人；；德育德育、、教育教学教育教学、、后勤管理干部后勤管理干部。。
相关说明相关说明：：有突出贡献者优先有突出贡献者优先；；按照哈尔滨市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按照哈尔滨市政府部门相关政策，，

可办理外地调入哈尔滨市户口和人事关系可办理外地调入哈尔滨市户口和人事关系，，参加社保参加社保、、住房公积金及职住房公积金及职
称评定称评定。。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4510451--5877110358771103转转80068006 高老师高老师
学校网址学校网址：：www.hacfls.comwww.hacfls.com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hacflsrsc@hacflsrsc@163163.com.com

44..苏州校区苏州校区 （（苏州国际外语学校苏州国际外语学校，，工作地点工作地点：：江苏省苏州市江苏省苏州市））
招聘岗位招聘岗位：：中小学各学科特级教师中小学各学科特级教师、、省市级骨干教师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学科带头

人人；；幼儿园园长幼儿园园长；；德育德育、、教育教学教育教学、、后勤管理干部后勤管理干部，，有外教或外事管理有外教或外事管理
经验的外事干部经验的外事干部。。

相关说明相关说明：：有突出贡献者优先有突出贡献者优先；；按照苏州市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按照苏州市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可办理可办理
外地调入苏州市户口和人事关系外地调入苏州市户口和人事关系，，参加年金参加年金、、社保社保、、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职称评定职称评定。。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5120512--6576383165763831 蒋老师蒋老师
学校网址学校网址：：www.chianbest.orgwww.chianbest.org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szgjrlzyb@szgjrlzyb@163163.com.com

55.. 幼教集团幼教集团 （（工作地点工作地点：：苏州苏州//南通南通//启东启东//青岛青岛//哈尔滨哈尔滨//大庆大庆//盐城盐城//张张
家港家港//昆山昆山//常熟常熟））

招聘岗位招聘岗位：：幼儿园教师幼儿园教师、、IB-PYPIB-PYP项目幼儿园教师项目幼儿园教师（（含外教含外教）、）、幼儿园园长幼儿园园长。。
相关说明相关说明：：有双语教学经验者优先有双语教学经验者优先；；按照幼儿园属地相关政策按照幼儿园属地相关政策，，可可

办理户口和人事关系办理户口和人事关系，，参加社保参加社保、、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职称评定职称评定。。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5120512——6549904065499040尤老师尤老师 05120512——6576191765761917徐老师徐老师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170322288170322288@qq.com@qq.com

据新华社报道，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近日在成都表示，中国教育“玩命
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
转。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
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
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
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
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
业志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
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是
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央视曾采访从

“毛坦厂”考入名校的大学生，学生
们这样说，“感觉毛坦厂的时间真的

很充足，大学真的很无聊。”“每天早
上睡到十二点，然后起来刷个牙，室
友帮我带饭，吃好了再接着睡。”实
际上，玩游戏、做兼职、谈恋爱、忙
社团⋯⋯几乎成了有的学生大学生活
的全部。

陈宝生强调，要推进“四个回
归”，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
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是回归
常识，二是回归本分，三是回归初
心，四是回归梦想。要推动办学理念
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
新，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
梦。他特别强调，要围绕学生刻苦读

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
真本领，改变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
况，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
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

不少学生缺乏自制力，许多学生
一进入高校，就以为“熬”出了头，
从此失去了动力。但“学习无动力”
更因为“快乐的大学”式的教学管
理，比如某大学最近曾下发新校规，
其中如“不得携带食物进课堂。上课
时，学生不得接打电话，不得发短
信、微信和微博。无故迟到、早退

（15 分钟内） ”，都不过是最基本的
课堂纪律，居然要列入“新规”，足

见现在“快乐的大学”语境之下，一
些大学课堂秩序的松懈和混乱。

如此“快乐的大学”，毕业生又
有多少含金量？“把整个大学 4 年的
黄金学习时间都白白浪费了”并非杞
人之忧，甚至还有可能“种下龙种，
却收获跳蚤”。“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
时具备的部分批判性思维技巧是全世
界最强的，远超美国和俄罗斯的同龄
人。但两年后，他们失去了这个优
势。”斯坦福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发
现，就是因为学生并无多少压力和约
束，乃至成为“快乐的大学”。

当然，大学不是中学，需要一个

相对宽松自由的治学氛围，但这并非
意味着大学生们可以放任自流，无论
读书到哪个层次，苦读永远是需要
的。而这显然需要压力，压力来自于
自律，更来自于他律，严格的教学管
理、课程的“有深度、有难度、有挑
战度”，于高中阶段如此，也是高校
的应有之义。因此，对大学生合理

“增负”，严格“淘汰机制”势在必
行，学习不过关就要被劝退应成为大
学常态，唯有如此的“高压”，“快乐
的大学”诱发的一些乱象才能得到有
效扭转。

（作者系职员）

“快乐的大学”该扭转了
钱夙伟

来论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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