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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教没有导航 童年失去方向

/ 一家之言 /

大学生暑期实践
要有教育含量

王石川

今日
评

锐

7 月上旬，各小学将陆续发出新
生入学录取通知书。然而，据媒体报
道，不少孩子早在半年甚至一年前就
已经离开幼儿园，为上小学开始了漫
长的准备期，有的幼儿园大班甚至出
现“空巢”现象。究其因，很多家长担
心孩子进了小学后会跟不上进度。
“提前学一学，哪怕只是自己教一教，
不能完全一张白纸地去上学”成为不
少家长的共识。
幼儿园大班空巢化，看似反
常，却有一定的现实逻辑。空巢里
盛满了无数家长的焦虑，如果不提
前给孩子“充电”，孩子到了小学跟
不上进度，掉队怎么办？问题是，

幼儿园的重要功能是让孩子健康成
的比喻。买过新汽车的人都知道， “空巢”化，还需釜底抽薪，打击幼
家长放平心态固然重
长。为了禁止幼儿园小学化，近年
新车有磨合期。在新车的磨合期， 升小测试必须动真格。毋庸讳言，
要，对暗流汹涌的校外培训
来教育管理部门三令五申，出重拳
车速不能太快。只有这样，这辆汽
一些小学动辄搞幼升小测试，家长
机构，特别是善于蛊惑人心
综合治理，但不少家长偏偏不认可
车未来才能风驰电掣。如果在新车
见怪不怪，甚至乐于接受。一些监
的学前班也应依法依规监督。
游戏模式，不惜花大钱报学前班，
的磨合期高速行驶，汽车就会早
管部门也无动于衷，并未意识到幼
何其怪也！也许不应该过度谴责乃
衰，该急速行进时则力不从心。假
升小测试的危害，于是睁一只眼闭
至指责那些家长，一定程度上说，
设将人比喻成汽车，人的磨合期就
一只眼。一定程度上说，一些小学
他们被“绑架”了。
走。追本溯源，最需家长淡化心
是童年。在童年，不能满负荷运
大搞幼升小测试受到默许，乃至纵
由此可联系到有识之士总结出
转，要适度磨合。如此，孩子到了
容，这是乱象层出不穷的根源。打
态，尊重孩童成长规律。人生是一
的剧场效应：一个剧场，大家都在
场漫长的马拉松，刚一开始就挥着
成年，才能快马加鞭，后劲十足。 击幼升小测试，必须上升到回归教
看戏。每个人都有座位，大家都能
这一类比未必恰如其分，却引人思
育规律的高度，上升到尊重孩子健
鞭子逼孩子冲刺，不仅无益，反而
看到演员的演出。忽然，有一个观众
弊端甚多。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
考：我们究竟该给孩子一个什么样
康成长的高度，上升到为祖国下一
站起来看戏，周围的人劝他坐下，他
的童年？
代负责的高度，越高度认识，越能
“双生子爬梯”实验：让一对同卵双
置若罔闻。求助剧场管理员，管理员
胞胎练习爬楼梯，其中一个在他出
家长放平心态固然重要，对暗流
下大力气整治。
却不在岗位，于是周围的人也被迫站
生后的第 48 周开始练习，每天练习
汹涌的校外培训机构，特别是善于蛊
有教育专家曾痛心疾首地感
起来看戏。最后，全场的观众都从坐
10 分钟；另一个在出生后的第 53 周
惑人心的学前班也应依法依规监
叹：“早教如果没有正确的航向，将
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将之“移
开始接受同样的训练。到了 54 周， 督。这些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摧残孩子的童年。”这不是危言耸
植”到教育领域，家长“抢跑”帮孩子
一个孩子练了 7 周，另一个只练了
“俘虏”了不少家长。殊不知，此种观
听，而是直击现实病灶的切中肯綮之
报学前班或培训班的心理，正是如
念更像是一种商业营销，就是利用家
两周。那么，这两个小孩哪个爬楼
谈。好在从教育专家到监管部门，再
此。在这一玩命追逐中，苦了孩子， 梯的水平高一些呢？实验结果出人
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兜售
到一些家长，已越来越警惕此乱象的
累了家长，
却爽了培训机构。
生意，家长越焦虑，他们越开心，越
意料，只练了两周的孩子爬楼梯的
后果。接下来，就应该从价值共识过
遏制幼儿园大班空巢化，以及
能赚得盆满钵溢。
速度更快。
渡到联合行动，
呵护孩子的成长。
严禁幼儿园小学化，并无捷径可
作家郑渊洁也说过一个有意思
此外，遏制幼儿园大班出现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 漫话 /

哄娃利器？健康杀手！
李元 （化名） 的儿子今年 4 岁，前不
久在幼儿园体检中查出视力只有 0.6。李
元很着急，赶紧限制儿子看电视的时间。
然而，躲得开电视，却躲不开作业。孩子
报名参加的英语辅导班，作业全部要在平
板电脑上完成。
据 《北 京 晚 报》 报 道 ， 北 京 市
2016—2017 学年度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
出率高达 58.6%，视力不良已经成为影响
中小学生健康素养的重要因素。记者在走
访饭店、医院时发现，不少家长带孩子候
餐、候诊时，孩子手里都会握着一部手
石向阳
机，专注地看视频或打游戏。对此，有网
友建议父母要引导孩子少接触电子产品，
多参加体育锻炼，并了解健康用眼的知
绘
识，坚持督促孩子健康用眼。

/ 快评 /

考研功利化不能全怪大学生
杨三喜
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全寝室考上研
中国教育在线针对 2017 年全国
究生等新闻近日频繁见诸报端，这些
研究生报考动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
寝 室 被 称 为 “ 最 牛 寝 室 ”“ 最 强 学
显示，有高达 35%的被调查者选择
霸”等，成为励志榜样，然而这种现
“本科就业压力大，提升就业竞争
象也引发不少争议。
力”。另外，还有 19%的被调查者是
一些观点认为，高校把考研率
“为了获得学历、学位证书”而考
作为办学目标，是考研功利化的表
研。现实中的确有不少大学生随大流
现。这种办学选择既不利于实现本
考研，这确实给研究生教育带来不良
科教育的育人目标，也不利于研究
影响。但于个体而言，即便是为了就
生教育的质量提升，因为考研者并
业或者其他功利化的目标，板子也不
不是奔着学术目标而去，而是为了
能打在学生身上。考研既是大学生的
提升学历，找到更好的工作。教育
自由，也是他们面对激烈的就业压
部部长陈宝生日前要求，坚持“以
力、谋求个人更好发展的应然选择，
本为本”，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
无可指摘。
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
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对于地方院
位 、 新 时 代 教 育 发 展 的 前 沿 地 位 。 校而言，如何让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
而本科教育的应试化倾向，无疑是
社会发展联系更紧密，从而提高本科
对“以本为本”的背离。
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据统计，今

年高校毕业生达到 820 万人，再创历
史新高，但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
出，高层次研发人员、高技能工人和
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难以适应产业升级
转型的需要。某招聘机构发布的
《2018 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市场调研
报告》 显示，39.2%的已签约应届毕
业生签约岗位与在校学习专业不对
口。
大学生在学校里学的，用人单位
不需要，而用人单位急需的能力，大
学生又不具备。一些高校盲目追求办
学上层次，追求办成综合性大学、学
术型大学，而忽视了自身特色，也忽
视了对接地方、市场的需求，由此造
成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正是这
种结构性矛盾增加了毕业生的求职压
力，降低了本科生的就业质量；也正

用政策化解“班主任危机”
杨小敏
近日，《半月谈》 报道了中小学
班主任危机问题，受到网友关注。但
是，相对于班主任工作在中小学教育
教学工作的重要性而言，还需要引起
社会各界合力推动问题在政策层面予
以破解。
随着时代发展，以育人为核心的
学校在功能上发生改变，中小学校不
再仅仅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
而是发挥着更多属于家庭和社会范畴
的作用，如学生的基本人身安全保
障、寄宿制学校学生的食宿生活、留
守儿童的情感陪护等。班主任工作的
内容也相应随之扩展，难度和强度可
想而知，于是出现了媒体所谓的“班
主任危机”，束缚着学校教育教学工
作的有序开展，影响着基础教育事业
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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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笔者在实地调研中的了解，
事实也是如此，班主任岗位的吸引力
总体不足问题突出，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待遇上班主任工作的“入不敷
出”。校长普遍感到为难和苦恼，出
现学校在班主任的选聘上采取轮流摊
派、强行安排、校长自担等多种无奈
之举，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和矛盾。特
别是在农村地区一些教师数量本身就
不足的寄宿制学校和留守儿童比例较
高的学校，班主任工作任务繁重和精
神压力巨大，导致不能很好兼顾教学
和班级管理，也不能很好顾及工作与
家庭，成为老师们避之不及的工作。
而且，想让马儿跑但草又喂不好的强
制性安排，也直接影响到了学校人际
关系的不和谐。
班主任危机是一个发展性的教育

问题，成因比较繁杂，须在政策层面
进行突破， 即 要 在 新 的 历 史 时 期 ，
适应新的情况和问题，通过政策的
调整和完善，保障与班主任工作任
务相匹配的经济和社会待遇。而破
解方法之一就是中小学教师绩效工
资制度的实施，将国家原来规定的
班主任津贴与绩效工资中的班主任
津贴项目归并，纳入绩效工资管理
的安排。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由于各地绩效工资考核评价体
系在分类细化上的不够完善，再加
上地方和学校进行绩效工资分配的
操作难度，导致班主任的工作和相
应的津贴难以通过绩效进行充分体
现，严重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
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是这种结构性矛盾迫使本科生选择考
研，通过提升学历获得用人单位认
可。
于是，很多本科生就可以胜任的
工作，要求应聘者具有硕士学历，一
些用人单位选择用提高学历门槛的方
式来筛选人才，甚至明确要求毕业院
校必须是“双一流”大学，而那些所
谓“四非”高校的毕业生只能在优质
岗位面前望而却步。在这种人才评价
标准之下，大学生选择考研，通过考
研提升学校层次、改变学校背景，实
现命运的二次选择，也就成了一件自
然而然的事情。如果不能用高质量的
本科教育扭转社会偏见，改变以学历
识别人才的评价方式，改变只认文凭
不认能力的用人导向，谁又能阻挡考
研的功利化倾向？归根结底，是社会

需要什么，大家选择什么。
为考研热降温，不能简单否定考
研者的进取精神，不能仅谈论高蹈的
大学理想，还需要考虑大学生所面对
的实际压力。通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和适切性，提升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联系，改变“玩命的中
学，快乐的大学”现象，这样才能提
高本科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在此
基础上，持续改变用人单位的用人
观，树立科学的人才评判标准，才能
让大学生有更多的用“实力”说话而
不是用“背景”说话的选择空间。对
于国内知名院校来说，除了提高研究
生准入门槛，严格考核学生学业水
平，更要在出口上严把质量关，通过
多种途径倒逼考研热降温。
（作者系本报记者）

谢霜
近日，有媒体报道，90 后大学生梁
洪涛返乡带领村民种地瓜，全村因此整体
实现了脱贫。梁洪涛曾就职央企，因看准
了地瓜的价值，回到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
大板镇各力格村，整天在田里“摸爬滚
打”。如今 28 岁的他，致力于带领村民种
地瓜，一起走上致富路。
这则新闻给人颇多启示：大学生有理
论知识，有学习意识，也有商业眼光；农
村有广袤天地、丰富自然资源，渴求适用
的、优秀的人才。两者积极结合，对大学
生自身成长和农村经济发展而言乃是双赢
之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人从中
做媒，为两者积极沟通、顺畅联结、各取
所需牵线搭桥。而从自身定位来看，高校
尤其是地方高校完全可以担起这一责任，
通过做好暑期社会实践系统布局，科学指
导，让大学生和农村亲密接触，既建立了
闭合的供需链，也服务了当地经济发展。
眼下正值暑假生活开启之际，不少大
学生希望到各地参加社会实践。而为了让
社会实践更有价值、更有教育含量，让大
学生尤其是对“三农”感兴趣的大学生，
有发挥才干之地，高校不妨及早收集当地
不同区县农村或农民的现实情况与智力需
求，做好全面调研，帮助有志于此的大学
生有用武之地，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同
时，高校也要做好大学生与农村相关人员
的对接工作，使大学生能真正沉到农村，
发挥自己所长，并不仅限于暑假，平日也
能加强联系，与结对农村、农民结成发展
共同体。
换而言之，高校应为大学生到农村参
加暑期社会实践保驾护航，使实践有规有
矩有价值，真正为大学生自身和农村都带
来理念与实践层面的蜕变。尽管其中有很
大难度，但理性面对困难，积极寻找解决
方法，高校管理者、指导教师和大学生共
同努力，对实践过程加强管理、监督、考
核，改变只看社会实践报告而不看过程的
传统做法，从宏观上做好顶层设计，在微
观上做好细节管理，就可以实实在在帮助
大学生对农村的发展现状和自身能力有一
个全面认识，使暑期实践有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打赢脱贫
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今年年初发
布的 《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
案 （2018—2020 年）》 也指出，要进一步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用三年时间
集中攻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任务。实际上，落
实教育扶贫也好，实现精准扶贫也好，大
学生利用假期多深入农村、了解农村，为
“三农”服务，就是一条很有价值的、行
之有效的扶贫方式。
当大学生与农村建立起情感和知识方
面的直接联系，大学生才有可能被农民所
接纳，从而带领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实现
快速脱贫。同时应该看到，社会实践并不
见得只局限于暑期，暑期可以作为一个起
点，也可以作为一个过程。高校完全可以
帮助学生做好社会实践的长期规划，从一
个点深入下去，与未来职业规划相结合，
这样会有更多大学生像梁洪涛那样来一次
有价值的返乡。
让暑期实践充满教育味道，高校不该
拉郎配，不该在管理上过于粗放，而应用
心设计，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社会实践的深
远意义。另外，大学生也应该自省，不管
在校时是不是学生干部，抑或成绩多么优
秀，在社会实践中都要谦虚做人，踏实工
作，拿出诚意，做好面对困难的心理准
备，切忌指手画脚，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使社会实践沦为走过场。珍惜了这个难得
的锻炼机会，自我价值也便在奉献中得到
最大限度的实现。
（作者系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副
教授）
·公告·

辽宁科技大学建校 70 周年公告（第二号）
伴 随 历 史 的 车 轮 迈 入 2018 年 ，
是一部实业报国的奋斗史；70 年励精
伫立钢都鞍山、素有
“中国冶金工程师
图治，学校借钢铁而优，逐渐积淀成
摇篮”
美誉的辽宁科技大学，即将迎来 “博学明德、经世致用”校训和“勤
建校 70 周年华诞。在此，我们谨向长
奋向上，求实创新”校风；70 年缔造
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海内外校
辉煌，学校顺钢铁而长，几经耕耘，
友、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
现已建立起服务冶金行业更齐全的学
谢，向为学校发展呕心沥血、无私奉
科体系，并为相关行业的创新发展提
献的历代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
回望七十载岁月，桃李芬芳硕果
流光溢彩七十载，砥砺奋进正当
丰。70 年风雨同舟，学校源钢铁而
时。今天的辽宁科技大学比过去任何
生，1948 年创建伊始便将振兴祖国钢
时候都更接近于她初时的梦想。学校
铁工业、传承冶金薪火文明视为己
始终坚持创新为先，接轨国家经济社
任；70 年奋斗不息，学校因钢铁而
会需要，借力校企合作实现共建共
为，始终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始终
赢；始终坚持质量立校，坚守立德树
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其发展历程就
人使命，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始

联系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中路 185 号
联系电话：0412—5928051 5928052
校庆网站：http://70.ustl.edu.cn/

终坚持人才强校，完善人才引进和评
价机制，打造高素质师资队伍；始终
坚持特色兴校，秉持“培养适应社会需
要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办学特色，注重
提升内涵，
谋求差异化发展之路。
值此建校 70 周年之际，为回顾
办学历史、弘扬优良校风、促进事业
发展，学校定于 10 月 8 日举办迎接建
校 70 周年纪念大会。届时热切期盼
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朋友拨冗莅
临，共筑科大美好未来！
特此公告！
辽宁科技大学
2018 年 7 月 5 日

联系单位：校友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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