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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话 /

眼下，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出炉，高校招录工作
即将展开。按理说，高校要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
进行录取，可偏偏有一些所谓的“大学”格外的低
门槛，高考分数没有出来前就主动发放录取信息，
不少学生都收到过这类信息。

这类学校多是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按照规
定，名称中包含“大学”等字样或未包含“研修”“专
修”“函授”“培训”等字样的学校，须明确说明本校
的办学类型为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宣
传内容不得回避、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
区别。而经过调查记者发现，一些野鸡学校通过

“移花接木”的手段，新建一个学校的网站，规避教
育部门的要求，混淆视听。对于如此的虚假宣传，
教育行政部门也表示存在监管上的灰色地带，提
醒家长和学生注意甄别，不要上当。

提防不请自来的
通知书

/ 一家之言 /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日前在成都召开。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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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本科
教育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最重要
基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
养是本，本科教育是根。建设高等
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加
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大批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
专门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

笔者认为，这次会议的精神为
办好高水平本科教育指明了方向。

尽管近年来我国高校本科教育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从当前的现状来
看，全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整体印象
仍然是“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
学”，高等教育在本科阶段实现人力
资源增值的功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
高水平大学存在差距。

必须认识到，高水平的本科教
育需要进一步严格要求，建立和完
善本科阶段学业淘汰和分流机制。
目前的现状是，我国高校的学生毕
业率比较高，而淘汰率很低。如果
放眼国际可以发现，世界一流大学
一般都会建立起严格的学业淘汰机
制，学校内部专业之间的分流机
制，精英型大学本科生向大众型大
学分流的机制也比较完善。在这种
严格的制度约束下，学生自然会产
生学习的紧迫感和压力，同时也能
够在学习压力难以承受的情况下，
及时寻求分流的计划和安排。反观
我国高校，淘汰率偏低的现象仍未

能得到有效改观。不少学校内部的
淘汰机制和学校之间、专业之间的
分流机制也未能有效建立。很多学
生比较喜欢的课程往往是压力小、
给分高的课程。越是严格的教师，
往往在学生评教中越得不到好的评
价。本科教育的淘汰和分流机制需
要高校内部的不断探索，也需要整
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设计和推
进。

高水平的本科教育需要学校管
理层和广大教师拿出更多时间和精
力进行投入。本科教育在我国很多
研究型大学仍然处于“说起来重
要，做起来次要”的状态，学校管
理层和广大教师将主要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科研和创收等方面。教师
是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组织
者，只有教师的心回到课堂，高水
平本科教育才有保障。笔者注意
到，国际上的高水平大学一般都给
高校教师提供良好的薪酬福利，并

且对教师的科研和服务提酬给予
15%上下的严格上限规范。与此同
时，本科教育的学校主管在高级职
务聘任的校级审核环节还拥有关键
投票权，这无疑具有很强的激励和
约束效应。

要办高水平的本科教育，还需
要警惕大学教育高中化问题。当前
我国高校的课程安排模式仍然是

“用课程数量填满学习时间”的“知
识点”教学模式，大学学习模式高
中化问题比较突出。欧美研究型大
学的本科生通常每周上 4 门课，我
国高校的本科生通常每周上 10—12
门课，但大家都觉得学习压力很
大。事实上，人的注意力是有限
的，课程门次太多必然导致学生难
以进行深度学习，而离开了深度学
习，创新人才培养就会受到影响，

“蜻蜓点水”式的浅层学习不利于培
养真正高规格的人才。笔者在美国
研究型大学调研时发现，这些学校

的本科教育高度重视学术经典研
读，并与课程相配套，本科生深度
研读学术原著平均达到每月 1 本，
我国高校学生则大约只有每学期 1
本的研读量。以自主学习为基础的
高水平经典研读和高水平课堂研讨
应当成为高水平本科的重要抓手，
其背后是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与学习
上的大量有效时间投入。

只有准确把握本科教育的基本
规律和学生成才规律，以“回归常
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
想”为基本遵循，从激励与约束的
基本机制入手，才能让学生回归自
主、深度学习，才能让教师潜心、
热情育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发展潜能，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保障。

（作者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所副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办好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本
张端鸿

王铎王铎 绘绘

近日，有媒体报道，西宁市一幼儿园发布
了“劝退七条”，详细列举了幼儿园“劝退”幼
儿的七种情况。如幼儿家长对幼儿园工作人
员精神或肉体上进行伤害的；幼儿之间发生
纠纷，家长对对方孩子精神或肉体上进行伤
害的；对幼儿园工作有意见，但没有向园长反
映就寻求上级机关、新闻媒体或通过“闹园”
解决的，等等。

“劝退七条”所列举的情形，在现实中都
能找到所对应的家长“原型”，这主要集中反
映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幼儿家长的过度
维权，另一方面是幼儿家长的过分要求。现
实中，只要被投诉，幼儿教师往往处于不利地
位，轻则赔礼道歉、被家长指责，重则被处罚
丢饭碗。“劝退七条”所列举的情形如果出现，
都将破坏幼儿园正常的教育秩序，损害其他
幼儿和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劝
退七条”背后隐藏着幼儿园和幼儿教师诸多
的辛酸和无奈，它反映的是幼儿园和幼儿教
师对于来自家长的信任、理解和尊重的渴求。

但幼儿园发布“劝退七条”的表述的确欠
妥，有滥用“劝退”这一惩戒手段之嫌，许多家
长和公众从中读出的是幼儿园的“霸道”与

“任性”。在教育领域对于“劝退”学生这一惩
戒手段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一般只
有学生在校期间严重违反学校纪律，且屡教
不改，或参与严重的打架斗殴事件、违法乱纪
等行为才能使用。

“劝退七条”所列举的情形，绝大部分责
任在家长，而且有些明显达不到需要劝退的
程度，幼儿园不应当把责任归到幼儿并直接
将其劝退，而应考虑将教育和保育相结合，先
与孩子家长沟通，对家长进行育儿指导。不
可否认现实中存在一些“劝退七条”所列举的
情形，但毕竟是极少数，对于幼儿园来说，不
能把家长当成“假想敌”，应该相信大多数家
长会理解、尊重幼儿园工作。

良好的家校关系需要通过家校之间和谐
有效的沟通和幼儿园教师对幼儿充满爱的教
育来实现。“劝退七条”人为制造了家校之间
的紧张气氛，其实际效果可能事与愿违。

幼儿是一个需要特殊保护和照料的群
体，一方面，幼儿具有爱玩好动的天性，好奇
心极强，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另一
方面，幼儿的思维和行动都还带有明显随意
性，他们自控能力较差，又缺乏生活经验，还
无法准确地判断周围环境中潜在的不安全因
素。幼儿园里小孩之间的打闹和磕磕碰碰在
所难免，需要家长理性看待、正确处理。作为
家长，不必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吃亏，代替孩
子去解决本该由孩子面对的问题。幼儿园里
的磕磕碰碰，对孩子来说，是自我成长的体验
过程，也是自我保护的学习机会。过度维权
和过分要求，不仅会伤了老师的心，更会造成
幼儿园不敢组织有一丁点风险的活动，损失
的是孩子成长进步的空间。幼儿园只要尽到
了应尽的责任与教育义务，没有疏于职守，
家长就没必要对幼儿园过分苛责。家校之间
和谐合作的关系，是实现良好教育的前提和
基础，需要家校双方共同努力。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副
主任）

幼儿园不必把家长
当成“假想敌”

谌涛

近日有安徽合肥市民反映，部分
公办幼儿园存在开办“亲子班”、变
相“兜售”入园“优先权”的现象。
记者暗访发现，合肥确实有两所公办
幼儿园招收“亲子班”学生，用以

“预定”直升幼儿园小班名额的情
况，收费为数千元一学期。

所谓的“亲子班”其实就是“占
坑班”，这和小升初的“占坑班”没
什么本质不同。对于幼儿园来说是

“权力寻租”行为，把入园机会作为
“商机”，而对于家长来说，“占坑”
性质的亲子班的出现，既增加家庭经
济负担，又增加入园焦虑。治理幼儿
园入园的占坑现象，一方面要坚决取
缔这种与入园挂钩的亲子班，另一方
面必须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建设
普惠幼儿园，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

题。
幼儿园的亲子班之所以能办起

来，毫无疑问是因为亲子班与入园机
会挂钩，这其实是公办幼儿园进行违
规经营，这是破坏教育公平的。2011
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
合印发了 《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
法》，严禁以开办实验班、兴趣班、
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在保教费之外
向家长另行收取费用。对此，应该依
法查处，叫停并整顿。

需要追问的是，作为公办幼儿园
为何要靠举办“亲子班”挣钱？可以
解释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当地有关
部门投入不够，公办园只有“以园养
园”，通过举办亲子班来补充办园经
费；二是幼儿园有关人员借此牟利，
建立“小金库”。事实上，虽然大家

都知道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关键是
增加对公办园的投入，提供更多公办
园学位，以及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扶
持力度，建设更多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加大
投入，而是希望通过市场力量解决学
前教育资源的供给问题——既然家长
有需求，那就会有社会力量投资建幼
儿园，政府部门只要加强监管即可。
但这一思路其实是行不通的，在学前
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环境中，不加大
投入只加强监管，会导致监管失灵和
市场机制失灵。有的民办幼儿园收天
价保教费，却管理混乱，办园质量不
高。

发动企事业单位建设公办性质的
幼儿园也是建普惠园的措施之一，但
是这种办园机制要取得成功，既需要

企事业单位重视幼儿园，假如企事业
单位投入不足，其举办的幼儿园就会
想办法养活自己。我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曾对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办
园进行剥离，纳入教育部门统一管
理，就是考虑到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办园存在多头管理、专业性缺乏等
问题。当前我国为提高学前教育毛入
学率，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园，但不能
忽视企事业单位投入不足、管理不到
位等问题。

要缓解入园难，关键还在于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只有加大投入，
才能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规范幼
儿园办园。这方面，北京的经验值
得借鉴。自 2011 年开始，北京市区
两级财政持续加大学前教育经费投
入，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在额度与占

比方面呈现“双增长”态势。2017
年 ， 市 区 两 级 学 前 教 育 财 政 投 入
78.18 亿元，相比 2011 年的投入额度
增长了 3.4 倍；学前教育经费在财政
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也由 2011 年的
3%提高到 8%。2018 年，市区两级财
政年初预算安排学前教育资金 92 亿
元 ， 占 全 市 财 政 教 育 经 费 预 算 的
10%。到 2020 年，学前教育经费在
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中所占比例预
计将进一步提升至 14%。我国社会
舆论一直呼吁学前教育法立法，而
制定学前教育法，最基本的问题是
明确政府的投入责任，这是治理包
括“亲子班”在内的各种幼儿园招
生、办园问题的根本。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
长）

对幼儿园“占坑班”要出重拳
熊丙奇

/ 快评 /

最近，长沙的一个“神功”班火了，这个学
习班的费用高达 4 天 3.98 万元，12 天 20 万
元，宣传的重点是：他们能教孩子怎样把勺子

“吸”在脸上，怎样用额头“控制”手机等。
笔者不禁要问：这些明显违背物理学、生

理学基本常识的“神功”是怎么成为培训班的
教学内容的？家长又是为了什么花大价钱把
孩子送进这样的培训班？

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不惜花费巨资，这
种心理本来可以理解。但问题是，花了钱后，
你给孩子学的是什么内容？你是在帮助孩子
进步，还是拖孩子后腿？一些家长对于各种
培训内容缺乏辨别能力，而一些培训机构则
利用家长在孩子教育上的迫切心理，把课程
吹得天花乱坠，甚至违背了基本的科学常
识。例如，去年在幼教圈曾经流行过一种“杜
曼闪卡”教育，该法声称只要拿一叠卡片在宝
宝面前一张张闪过，并且伴随着超快语速念
叨“23+32=55，15+18=33，45+26=71⋯⋯”就
可以教几个月大的婴儿学数学、英文单词、中
文词汇、化学元素、《弟子规》、汽车百科，甚至
世界名犬。这种无视婴儿生理特点的“教育”
法之所以能赢得家长青睐，无非是因为一部
分家长既不懂婴儿，又不懂教育，还幻想着让
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同样，长沙的这个学习班也声称，通过学
习可解决孩子精力过剩、容易跌倒、情绪不稳
定、记忆力不好等问题。工作人员还介绍，比
如，学生学习课程后可以自主地掌握一些事
情，包括一些未来人生之路的预测，如“我要
上哪个大学、找什么样的对象结婚⋯⋯”但问
题是，牛吹得这么大，有实现的可能吗？在孩
子正在建立世界观的时候，给他们灌输一些
怪力乱神的东西，他们的思维能不混乱吗？

家长科学素养的缺乏，不仅会影响到自
身的生活和工作，更重要的是，还会影响到孩
子的教育。因而，与其一味地给孩子报各种
培训班，不如先加强自我学习，提高家长自身
的知识水平。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科盲”家长多误子
土土绒

多年来，有一种现象令笔者印象
深刻，为孩子填报高考志愿鞍前马后
忙碌的多为家长，孩子反而很淡定。
有句流行语：孩子负责考试，家长负
责志愿。这正反映了高中教育存在的
一类问题，生涯规划教育缺失仅是表
象，深层原因是学生缺乏自立自理能
力。

填报志愿有章可循，从技术层面
来说并无难度。特别是实行知分填志
愿和平行志愿后，相关信息是全面透
明的，实际就是按分数高低排队、考
生参考大学学术排名和社会声誉依次
选择，排在前面的优先。对于考生而
言，所谓志愿难填，实际是分数与理
想之间存在距离。平行志愿极大地保
障了考生的选择权，但有效填报志愿
需要善用你的选择权。

笔者经常告诉学生，2000 多所
高校招生，真正与你有关的可能不到
20 所。本人的成绩排名，高校的类
别及其排名、相关专业排名，前两三
年在本省招生的分数线及排位，个人
的偏好等，几个因素一比照，可供你
选择的学校也就剩下那么几所。接下
来要考虑的是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
先。想上好大学就不能太计较专业，
坚持自己的专业选择就得在院校选择
上求其次。因为大学的办学水平以及
社会认可度存在客观差异，所以理应
力争进入更好的大学学习，但要提高
命中率就得服从专业调剂。很多高校
按大类招生，大二才开始分专业，有
些高校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对专
业的二次选择，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考生填报志愿时的焦虑。而如果

钟爱某个专业，应当首先参考专业排
名，果断回避热点名校，命中率更
高。理论上说，只有全省第一名才拥
有绝对的选择权。理清了思路，填报
志愿确非难事。

选择专业是对自己未来从事职业
的首次选择，需要慎重。爱一行干一
行是福气，干一行爱一行是智慧，干
一行怨一行是赌气。个性、爱好与职
业高度匹配，工作着便幸福着。有一
点一定要坚信，真正的“大幸福”一
定是超越个人幸福的。满足于衣食无
忧，一生苟且，精神缺乏境界，心灵
在低层次中挣扎，是很难有幸福感
的。“志不立则天下无可成之事”，要
立大志立长志。将目光投向未来，就
不会为眼前的选择而纠结。

大学教育是专业教育，但很多专

业知识具有通识性和基础性，学非所
用和用非所学的情况并存是无须也无
法刻意避免的事。尤其是本科教育，
不能太执着于专业性，要为学生未来
人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耶鲁大学前
校长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
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
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
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专业固然重
要，但不能只剩下“专业”。考入清
华大学历史系的钱伟长先生，入校即
逢九一八事变，他弃文从理，终成物
理学大师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有人
问他是什么专业，他说，我的专业就
是祖国需要。这给我们的启发是，未
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一纸志愿是不
能定终身的。

社会需要各种人才和各类劳动

者，社会也会进行自我选择和调剂。
绝大多数人可以胜任绝大多数职业，
真正“做不了”“只能做”的情况是
极个别的。本质上，职业没有高低贵
贱之分，要转变择业观。行行出状
元。哪一行未必重要，重要的是能不
能做到“状元”，也就是能否取得较
高的职业成就。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所谓艰苦职业也自有其不为人知的乐
趣。再“卑微”的职业也是社会需
要。今天的热门专业不一定是未来的
热门职业，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兴趣所
在。热门意味着高竞争性，选择名校
的热门专业固然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但也要承担更多的竞争压力。选择需
要量力而行，合适的也许才是最好的。

（作者系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校长）

填报志愿请善用你的选择权
姚跃林

□聚焦本科教育系列评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