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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话 /

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汉某区教育
局日前举行2018年聘用制教师招聘考试
（笔试），部分考生发现，试卷中部分题目
与某培训机构模拟试卷出现雷同。当地教
育局随即刊发公告，决定此次考试无效，
将重新组织考试。

据当地教育局负责人介绍，得到考生
反映信息后，第一时间对此事进行了详细
调查。经过核实，确认此次笔试综合能力
测试试卷中有40道题与某培训机构冲刺
预测试卷雷同，涉及分值60分，已影响
到考试结果的公平公正。该负责人表示，
重新组织考试是为了保证教师招聘工作的
严肃性、公正性、公平性。

招聘试题
岂能雷同

王铎王铎 绘绘

近日，全国各省市高考成绩陆续出炉，高考
录取控制分数线也相继公布。各地不少学校纷
纷通过网络、微信等各种渠道，发布“状元”“第
一”“升学率”“一本率”之类的喜报，可以说是

“高考喜报满天飞”。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
但不少学校和新闻媒体却仍热衷于发布“高考
喜报”，炒作高考“状元”或升学率。

“高考喜报”花样翻新，怪招迭出，极尽宣传
之能事。有的炒作高考“状元”，在喜报中标榜
获得省、市的“状元”“第一名”或“最高分”，没有
省、市“状元”则宣传获得县（区）“状元”、艺术或
体育类“状元”、单科“状元”等，不一而足。还有
的攀比高考升学率，宣称上北大、清华或者知名
高校的有多少人，在省、市或县前10名或前100
名的人数比别的学校多；如名次不占优则吹嘘
入校成绩和高考成绩相比提高值有多少，等
等。还有的学校或新闻媒体不顾严禁公开有关
高考个人信息的规定，详细公开学生高考总分
或各科高考分数，深挖高考“学霸”的学习经验
或经历。

当然，“满天飞”的“高考喜报”或宣传炒作
不止以上几种，但不管如何，总脱不了功利思想
在作怪。一是想快点提高学校知名度。宣扬高
考“状元”与升学率，迎合社会公众心理，可以快
速提高学校知名度，也有利于吸引更好的生
源。二是急于邀功请赏。要尽快体现学校的办
学成果，并得到主管领导的肯定和奖赏，高考成
绩就成了某些学校和校长最好的“政绩”。三是
办学理念不端正。表面上素质教育，实际上应
试教育，这是一些学校和校长常见的做法。有
了高考“状元”或高升学率，“一俊遮百丑”，也就
热衷于发布诸如此类的“高考喜报”。

“高考喜报满天飞”的现象看似正常，实则
危害不小。一方面，导致学校攀比高考“状元”、
升学率等各种指标，助长应试教育不良风气，对
各地、各学校造成不小的升学压力，对学校教师
特别是高三教师带来无形的教学压力，职业倦
怠感也成倍增加。另一方面，也给学生造成错
误观念和无形压力，不管哪个学校，“状元”只有一
个，考上清华、北大或其他名校的学生也是少数，
更多的是没有考上理想大学甚至落榜的学生。
高考的失利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这些学生更
应得到关注和指导。再者，这种不良风气也带来
不正确的育人导向，与素质教育理念背道而驰。
近年来，各地高考改革、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着力
扭转应试教育状况，但“高考喜报满天飞”的现象
却折射出应试教育思维仍根深蒂固，实行素质教
育、创新人才培养仍任重道远。

满天飞的“高考喜报”，既违反教育部等有
关部门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的规
定，也不符合正确的育人导向，不利于创新人才
培养，也有违高考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初衷。由
此看来，所谓的“高考喜报”，何喜之有？

（作者系浙江省嘉兴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高考喜报
当真是“喜”？

钟长明

南 京 大 学 历 史 系 毕 业 生 袁
辉，2012 年毕业后来到距离家乡
1000 多公里的农村支教，今年已经
第六个年头了。30 岁了，他没买房
买车，也没恋爱结婚。

袁辉并不是没有选择，毕业前
夕，导师写了封亲笔信，推荐他到
南京市一家杂志社工作。面试后，
总编辑对他很满意。但高中时他就
有一个理想：改变一些学校“填鸭
式”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既能真正
掌握知识，又能快乐学习与成长。
为教育领域发展注入新力量的初心
让他选择了支教。即便是现在，他
也有很多离开的机会，但是他已经
爱上了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光，他的
教学探索才刚刚起步，支教于他不
是体验生活而是一种事业。

袁 辉 把 自 己 定 位 为 一 名 志 愿
者，每月仅 1000 余元，是其他在编
教师的四分之一，过着清苦的支教
生活。网络媒体将“家徒四壁”和

“名校毕业生”放进了标题，显然是
想突出什么。的确，如果用功利的
成功观来看，作为名校生的袁辉，
其生活甚至是失败的。不久前，有
媒体在报道北大毕业生——曾经的
奥数天才付云皓时，将付云皓顶着

“神童”光环被保送北大，却因为在
大学期间没有顺利毕业，而成为一
名二本师范院校助教的故事定义为

“坠落”，充满了对付云皓的惋惜之
情。如果用这种世俗观念来看袁
辉，或许也可以说是在“坠落”，他
不仅在坠落，而且还享受目前的生
活，甚至可以说有些“不思进取”

了。
但持世俗观念者可能会忽视，

去乡村支教的生活符合袁辉天性爱
自由的个性，更可能忽视的是，他
的选择与坚持对当地乡村教育带来
的改变，是“家徒四壁”背后名校
毕业生的“初心不改”。事实上，因
为袁辉，有更多大学生志愿者关注
当地的孩子，与学生结对帮扶，或
是暑期来校参与支教。对孩子们来
说，袁辉以及大学生志愿者们带来
的知识以及教育理念，或许将是他
们一生命运转折的起点，其影响或
不可估量。只不过，这些都无法用
名和利来衡量，也无法在当时当下
就交出答卷。

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不是年轻
人的主流，就如支教点的一位老师

的疑虑一样，“一个名牌大学生，千
里迢迢来山里的教学点教书，想清
楚了吗？”“家徒四壁”仍然坚守乡
村教育初心，看上去有点“傻”，或
者可以说，它的确偏离了一种常
态。但正是在这种偏离中，凸显了
选择的不易与稀缺。

更 多 的 同 龄 人 选 择 了 另 一 条
路，在城市里追求更好的生活，我
们钦佩袁辉的选择，但却很难要求
他人复制这种选择。不管选择远离
喧嚣，为实现乡村教育梦而不计成
本地付出，还是在大城市的车水马
龙中打拼，都值得尊重。不管是主
流的选择还是非主流的选择，都是
让我们所处的世界变得更好的力
量。尊重多元的选择，尊重年轻人
用自己的方式改变自己或者改变世

界，应该是多元社会的应有之义。
乡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薄弱环

节，而师资又是乡村教育的短板，
我们希望有知识、有理想的年轻人
投身乡村教育，把乡村教育当作自
己的事业，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求
名利、不图回报地真心付出，为乡
村教育的发展点亮星光。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忠实于自己
的内心，就应该多元地看待成功，
并好好呵护不同的人生选择，而不
是将金钱和地位，抑或做出了多大
轰轰烈烈的事情视为成功的唯一标
志。一个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并且还为社
会带来了改变，为他人带来了幸福
与快乐，这不是成功又是什么呢？

（作者系本报记者）

对年轻人的选择多点包容
杨三喜

/ 快评 /

近日，各大高校校长的毕业致辞开始进入
了刷屏状态。总结起来，走红网络的毕业致辞
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传统型”，讲得慷慨激昂，
饱含期待。例如南京大学校长的毕业致辞，就
告诉学生们人生要不断展现、面对、适应、抵御；
武汉大学的校长则谈到了理想与担当，期待毕
业生走上社会能够成为“时代的领跑者”。

第二类是“温情型”，和学子们依依惜别，动
情处大家一起抹泪，这一类往往以“女校长”见
长，尤其突出的是河南黄淮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女校长除了和学子们惜别，还哽咽着嘱咐这些
即将走上社会的年轻人：“请一定要大胆地扶起
摔倒的老人，以暖心之举驱逐冰冷麻木；也不要
轻易给迟到几分钟的外卖小哥差评，人生着实
不易⋯⋯”

第三类往往最容易走红，那就是“幽默
型”。例如，云南大学滇池学院院长抖出各种包
袱：什么“食堂阿姨抖勺比抖音更专业，图书馆
抢座位来得早不如占得好，丢本破书跑不了”等
话语，引得现场同学爆笑不断。还有中央民族
大学毕业典礼现场，校长的致辞金句频出：“愿
你像葡萄牙的 C 罗一样，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而且他还巧妙地将“战狼”“王者荣耀”等影视、
游戏名字串联在一起。

但不论哪种形式，归根结底，校长的毕业致
辞都是想让同学们牢记大学的“最后一课”，都
是在最后一次传递学校的价值观。用足网络流
行语也好，用心编排各种段子也罢，都可以说是

“花式教学手段”。使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来传递自己的理念，从而收获更好的效果。

不过，毕业致辞之所以走红，也恰恰说明这
种方式的新鲜、特殊、非常态。平时，莫说听校
长讲个段子，恐怕见面的机会都不多。近日，杭
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的毕业典礼也引起不少人
关注，原因是他们还请了宿管阿姨来致辞，宿管
阿姨的一句“工作以后，再晚也要好好吃饭”得
到了“比校长致辞更催泪”的评语。

当然，校长工作繁忙，不可能抽出空闲时不
时就来一出“毕业典礼式”的花样教学。但不得
不说的是，如今高校里的师生关系恐怕和十几
年、几十年前大不一样。成功的“最后一课”值
得点赞，但远远替代不了成功的日常教育。我
们期待更多的高校校长和教师，在日常的教学
和工作中也能充满“理想与担当”。

（原载《法制晚报》，有删改）

毕业致辞替代不了
日常教育

庞岚

□聚焦本科教育系列评论之三

对毕业生来说，毕业季的一个
重要主题就是毕业论文，而完成论
文的流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论文查重。然而，各个查重技
术软件有着不同标准，且不同的检
测方式得出的结果相差甚远。不仅
如此，部分学生的需求甚至催生了

“降重”“代写”等服务。我们究竟
应该如何看待论文查重？

论文查重本是为了防范论文抄
袭等学术不端行为，然而近年来由于
各种“降重”手段花样翻新，论文查重
越来越流于形式，其学术“测谎仪”的
地位已降低。但目前众多高校和教
师仍将其作为检测论文是否抄袭的
标准，将未通过查重的论文等同于抄
袭，甚至不允许未通过查重的学生参

与答辩。
但查重真的能够甄别论文是否

抄袭吗？机器查重本质上是一种文
本比照技术，有其固有缺陷。譬如，
同样一句话经改写和关键词替换等
手段处理之后，便能成功“降重”。很
多同学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使用了“复
制粘贴+改写”的模式，但是经过一
番关键词替换之后，论文仍然能够过
审。这种情况下，论文查重不仅未能
筛选出注水论文，反而让很多老师在
后期的论文答辩等环节中有了网开
一面的借口——既然已通过查重，基
本就可以排除抄袭嫌疑。

由于过度依赖查重系统的判定，
论文查重和“降重”等服务已俨然形
成一道产业链。就拿论文代查重来

说，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使用知
网进行论文检测，但后者却暂未对个
人用户开放，因此很多学生为了确保
毕业论文不出纰漏，甘愿通过各种
渠道花费动辄数百元的高价购买从
高校等机构层层流转出的论文查重
资源。再者，论文检测系统的信息
也是实时更新的，同样一篇论文，
不同的先后顺序，检测出来的重复
率是不同的。而一篇论文，从初稿
查重，历经盲审、学校代查、答辩
查重等环节，作者为防止查重超
标，往往要多次进行查重。

很多高校错误地将重复率视为
洪水猛兽，盲目要求学生压低重复
率，有的院系甚至要求论文重复率在
20%以下甚至更低，这对人文社科类

专业尤为不公——即便在某一个细
分方向上，其著作往往浩瀚如烟，存
在一定量的重复实属正常。反之，若
论文重复率过低，往往意味着作者或
未查阅相关资料，或凭借文字游戏人
为“降重”，前者虽然规避了引用等带
来的重复，但是也使论文写作视野受
限，后者则耗费大量精力，将本应该
用于求新求知的精力放在文字的替
换和句型的改写上面，徒劳无益。而
且，学校规定的论文重复率只能算是
底线，在实践中，毕业生为求保险，往
往将毕业论文实际重复率降至更低。

在代“降重”服务已成产业的背
景下，论文查重已不能界定论文质
量，我们不能将过多的学术审查任务
交给检测系统，而是应该从学生论文

写作能力培养和后期的论文审核机
制入手，多措并举地将学术不端行为
挡在高校院墙之外。譬如，高校可以
试行将毕业论文改革，在后两个学年
就开始引导学生撰写学年论文、学期
论文，以便为毕业论文进行素材积
累。还可以将防范措施后置到论文
盲审、答辩阶段。

而论文查重作为遏制论文抄袭
的必要手段，有其存在价值，一旦完
全弃之不用，抄袭之风恐会更盛。但
防范学术不端不能过度依赖论文查
重，因为机器的判定终究是停留在文
本比对上的机械判定，难以在句意层
面进行甄别。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
息传播学院学生）

防学术不端不宜过度依赖论文查重
韩中锋

“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
不牢，地动山摇。”近日，在成都
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强调，高校要回归大学的本质职
能，把“培养人”作为根本任务，
要调整思路，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
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是不合
格的高校，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
是不合格的校长，不参与本科教育
的教授是不合格的教授。”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就
高度重视高校的本科教育质量问
题，从那时起到现在，教育部为加
强高校本科教育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但目前还是存在部分高校不重
视本科教育、轻视人才培养的问
题。原因在于，很多高校把办学的
重点放在组织教师开展学术研究

上，这与我国对高校的评价体系，
以及大学对教师的评价体系有关。
要让高校、校长、大学教授真正重
视本科教育，投入本科教育，必须
改革考核评价体系，严格做到不重
视本科教育，就对校长一票否决；
不参与本科教育，就不能评教授。

目前上级主管部门和社会舆论
对高校的评价，都采用一些学术性
指标，诸如发表多少顶尖论文、有多
少科研项目获奖、申请多少发明专
利等。很自然地，高校就会把办学
重点转向学术研究。与之对应，高
校给教师设计的考核评价指标，也
是以论文、课题、经费、专利为主，教
育教学只有工作量的要求；甚至如
果学术成就突出，没有参与本科教
育也不影响职务晋升、评职称，获得
各种奖励。那些认真投入本科教育
的教师，因缺论文、科研项目而被

边缘化、淘汰的不在少数。
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改革对

高校、校长以及教师的评价体系。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从 2001 年 起 至
今，我国已经数次在不同文件中提
出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这一要求，可
是到目前为止，教授给本科生上课
的制度尚未得到完善。今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颁布 《关于全面深化
新 时 代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改 革 的 意
见》，要求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教师
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突出教育教学
业绩和师德考核，将教授为本科生
上课作为基本制度。为此，我国必
须建立以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的高
校办学评价体系。

首先，要对高校办学实行专业
评价，而淡化行政评价。行政评价
会导致高校办学追求短期办学政
绩，而不会关注长周期的教学工

作。在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学校也
开展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工作，
但是大学的核心功能是培养人才；
大学开展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的出
发点，也是培育一流人才。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指出，高校领导的注意
力要首先在本科聚焦，教师的精力
要首先在本科集中，学校的资源要
首先在本科配置，教学条件和教学
工具要首先在本科使用，教学方法
和激励机制要首先在本科创新，核
心竞争力和办学质量要首先在本科
检验，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要首先
在本科实践，核心价值体系要首先
在本科确立。这就是明确本科教育
在学校办学的核心地位，学校不能
本末倒置。对大学办学进行专业评
价，就要把本科教育的开展情况作
为主要评价指标，比如美国 《新闻
与世界报道》 评价美国大学，采用

的指标就是新生录取率、新生留校
率、教育资源利用率 （有多少 20
人以下的班级教学）、毕业率、校
友捐赠率等，这些都是围绕教学过
程而展开。

其次，大学不宜再对教师进行
量化评价，要引入专业同行评价，
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校的教学事
务，评价每个教师的教育贡献和能
力。如果能切实建立起不参与本科
教育就不是合格教授的评价体系，
意味着院士不参与本科教育也会被
评为“不合格”，这就会令所有教
授都重视本科教育，将其视为分内
必须完成的工作。概而言之，重视
本科教育，就要在评价体系改革上
动真格，让校长和高校教师不得不
重视、参与本科教育。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

人才培养是本科教育的第一要务
熊丙奇

/ 一家之言 /

/ 网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