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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清华大
学日前发布的一则重要新闻，2018
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必须上一门必
修课——写作与沟通。这说明清华
大学敏锐地意识到了未来的大学生
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即全球知名的
4个C。

第一个 C，Communication，沟
通能力。在美国，所有的大学新生无
一例外必须学“大学语文”（大学写
作/公众演讲/修辞学）。美国大学要
求新生每周阅读经典书籍，写读书报
告，期末要当着全体老师和同学的面
发表一场演讲，考查学生的演讲内容
是否具有思想内涵，能否引起听众的
思考、分析、质疑甚至探索的欲望，演
讲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体态语言
是否引人入胜，语音语调是否抑扬顿
挫⋯⋯所有这些训练，都是为了培养
学生在沟通表达方面的素养与能力。

沟通能力不止于说话、写文章，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与什么社会
身份的人，就什么话题、用什么语言
进行有效、得体的沟通，都属于沟通
力的范畴。

第二个 C，Critical-Thinking，
批判性思维，关键词是质疑与求证。
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对于任何

主张包括权威的主张，都要保持自己
独立的见解，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有个特
点，即使是不太喜欢的课程或报告，
只要到了现场就认真听、做笔记，分
析哪些地方讲得不好，琢磨怎样讲听
众才喜欢听。慢慢地就养成了批判
性思维。因此没有一堂课或一场会
议是全无价值的，关键在于你如何去
看待、去分析。

第 三 个 C，Collaboration，合
作，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独生子
女的短板。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于
人群之中，将来走出校门就有可能与
世界各地的人打交道。不论对方是
何种文化背景、有哪些风俗习惯，都
应和衷共济、求同存异、通力协作。

第 四 个 C，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创造力与创新。创新
是社会发展的引擎，潮流浪尖的弄
潮儿和各行各业的领先者，其肌体
内一定深植着创新的基因。《周易》
有云，“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
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
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
所适”。身处变动不居的时代，唯一
不变的是变化，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避免竞争者弯道超车、一骑绝尘

的局面。
如果说人文科技素养和外语能

力是左手，4个C是右手，更重要的大
脑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规划、自我管理
能力了。自我规划、自我管理能力是
打造全球胜任力的前提。这个世界
从来不缺创意、不缺计划，缺的是说
到做到、一诺千金的自律能力。

值得强调的是，全球胜任力离
不开脚下的土壤与大地，孩子留学
也好，出国也罢，都不能忘记曾经
照耀过我们的明霞秀浦、日月星
辰。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民
族自尊心的人在国外才会受到尊
重。请提醒孩子，任何时候都要记
住自己是中国青年的一员，要以行
动为祖国母亲增添荣耀。

《礼记》 有云：“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全球胜任力不是数典忘祖、崇洋媚
外，而是秉持自己的尊严与风骨，
扎根于中国文化生发出的顶天立地
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构建属于未来
的大格局观，帮助孩子兼善天下，
以山海般的胸襟和抱负，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作者系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董
事长兼CEO）

要具备4个C和中国根基3

21世纪最需要的是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第
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
城市里，每 200 个人中就有一位是外国人。到
2030 年左右，这一比例或达到 100∶1。也就是
说，将来的大学生将不可避免地被国际化，在职
场上与来自全球的人才竞争。今年高考的孩子们
很快就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在送孩子远行的
各种准备中，父母最好能跟孩子聊聊全球胜任力。

全球胜任力最初由美国人提出，2017 年 12
月 12 日，经合组织正式确定了全球胜任力的定
义，包括 4 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对地方、全
球、跨文化议题的分析能力”，全球性的问题包括

全球变暖、环境生态、贫困饥饿、性别歧视、教育资
源不均衡等，人类在地球上只有一个使命——使
世界变得更美好；二是“对他人的看法和价值观
表示理解和欣赏的能力”，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
落学习、工作和生活，无论来自哪里、信仰如
何，都要学会欣赏和理解其他人的价值观和世界
观；三是“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开放、得
体、有效互动的能力”，意味着至少得会一种外
语，彼此包容、理解和尊重，求同存异，淡化分
歧；四是“为了集体的福祉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而采取行动的能力”，意味着不能纸上谈兵，想
改变世界，就要采取行动。

全球胜任力：未来大学生的标配
胡敏

时下，朋友圈流行为他人点赞，但我们却
吝于为孩子点赞。孩子身上并不是缺少优点，
而是急功近利使我们缺乏发现的眼睛。

从教多年，我渐渐发现表扬是一把双刃
剑。表扬得当，会给孩子无穷力量；表扬失
当，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老师要保护孩子
敏感脆弱的自尊心，要通过恰到好处的表扬，
或鼓励孩子再接再厉，或帮助孩子从负面角色
中解放出来，重新看待自己。

于是我开始细心观察孩子们的点滴进步，
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把它挖掘出来，写在制
作好的卡片上。

“今天，一个小男孩在写作业前与老师立
下军令状，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他果
然做到了。这就叫作说到做到，是诚信的表
现！”

“晚上放学后，你虽然不喜欢那个淘气的
小弟弟，但是你仍然哄他玩，逗他开心。这就
叫作友善！”

“早晨到校，你自己主动叠好衣服，没用
老师督促自己整理文具。这就叫作自己管理自
己！”

接连几天，班里每个孩子都收到了写着类
似内容的各式卡片，孩子们收到卡片后，有的
欢呼雀跃，有的小心翼翼地放在文具盒里，有
的张罗着放学给妈妈看。为了让孩子拿这些卡
片当回事，我暂时停止了发放。

有一天，孩子们十分不解地问我：“老
师，这几天你怎么不送给我们卡片了呢？”

“你们很希望收到卡片，是吗？”我趁机问
他们。

“嗯，自从你给我发卡片后，我才知道自
己原来有那么多的优点。”班级的小淘气抢先
表白。

“老师，不如我们给卡片起个名字吧。”有
孩子提议。

“就叫它‘点卡’吧。”富有创意的班长抢
着说。

“哦，主意不错，有了‘点卡’，你们自
信，我开心，全班幸福，不如我们叫它‘幸福
点卡’，你们看怎么样？”孩子们听后拍手叫
好，我们师生欣然达成共识。

从此以后，幸福点卡成了我和孩子们的主
要交流方式，从生活到学习，从做事到做人，
孩子们只要有闪光点，我都一一描述出来，并
且总结成一个词语来激励他们。得到幸福点卡
后的孩子更愿意努力和我合作，这让我非常吃
惊。以前我认为，让孩子进步就需要指出他的
错误。但现在我发现，告诉孩子做得对的地
方，他会想办法提高自己。当然我并非一味赞
赏，我知道过度赏识会让孩子变得自负。在一
些事情上我会告诉孩子我的底线，并且发给他
一张“批评卡”。

请相信每个孩子都渴望鲜花和掌声，渴望
来自父母和老师的认同。请相信每个孩子都是
未经雕琢的璞玉，需要老师和家长用爱心、耐
心去雕琢。我希望能把幸福点卡坚持到底，让
幸福点卡伴随孩子成长。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北安市铁西区第三
中学）

幸福点卡
王洪梅

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家
风并非一定要写在纸上,刻在碑上,
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人处世等，无不烙上家风的印
记。回想起外婆的果香、爷爷的鱼
香和我们家书墨房的书香，我的内
心就感到充实、满足，有一种说不
出的幸福感。

外婆的果蔬园

外婆勤快又能干，在房前荒芜
的空地上不辞辛苦地开辟了一个小
园子，碎砖石围边，参差不齐的枝
条藤蔓下面隐藏着株株小菜苗，园
子周围栽种了各种果树⋯⋯真可谓
一园多用的杂园。

外婆的园子里，黄瓜、柿子、
油菜、核桃、无花果等无所不种。
外婆经常会给它们浇水、去虫⋯⋯
就像是给婴儿洗澡一般。

外婆喜欢分享，富有爱心。每
到蔬菜瓜果成熟的时候，外婆都会
分给乡邻们吃，一边分一边笑眯眯
地说：“一人吃了一人甜，十人吃了
十人香。”

园南一株无花果树是外婆带着
我种下的。当年就结果了，由于天

气的原因，结的果很少。无花果是
我的最爱，我每天都盼着那些无花
果由绿色变为暗红色，盼着无花果
坐在枝上呲牙裂嘴地冲我笑。

一天，我又望向无花果树，啊！
我急得跳脚，满屋满园地找外婆。

外 婆 挎 着 个 小 篮 子 从 门 外 进
来。“外婆，那几个快熟的无花果
呢？”我迫不及待地问。外婆笑嘻嘻
地说：“送给王奶奶的孙子了！”

我又不解又忍不住埋怨起来，
外婆忙解释说：“后院王奶奶的孙子
手上长了瘊子，听说用无花果可以
治好，我就把无花果送给了他们。
外婆知道你喜欢吃无花果，但我们
需要先帮助他人，对不对⋯⋯”

我点点头，忍着就要夺眶而出
的眼泪看着外婆，感觉外婆的鹅蛋
脸格外通红泛亮。后来，王奶奶孙
子手上的瘊子真的好起来了，我快
乐极了，觉得比自己当时吃到了那
几个无花果更香甜，也更加明白了
外婆说的“要懂得分享，分享会使
人更快乐”。

外婆常把果蔬送给别人，邻居
们也常把自家的东西送给我们。我
的童年就是在外婆的果蔬香和分享
的快乐中度过的。随着我慢慢长
大，我渐渐明白了挂在外婆家匾额
上的那句“爱人者，人恒爱之；敬
人者，人恒敬之”的意思。感谢那
个充满香气的果蔬园，感谢教我学

会分享的处世哲学。

爷爷的白鳞鱼

海边长大的我和鱼有着不解之
缘，我喜欢外婆做的肥美鲅鱼、妈
妈做的香酥小黄鱼，但最能勾起我
馋虫的，是爷爷做的白鳞鱼。

每当爷爷从菜市带回白鳞鱼，
我便搬着小板凳，眼巴巴地看爷爷
清洗、烹制。鱼儿在爷爷手中像一
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仿佛在爷爷的
手上跳舞。

然后我依偎在爷爷的怀里，看
着爷爷将刺少的鱼肉拣出来，放在
小盘中，戴着老花镜把刺一根一根
挑出来，白色的刺在小盘中交叉相
叠，不一会儿就成了一座小山。然
后爷爷再将没有刺的肉轻轻地拨在
小勺子中，轻轻地、缓缓地放到我
的小嘴里。看到我高兴的笑脸，爷
爷的脸上也洋溢着笑容，餐桌上充
满了欢声笑语。

一天天，一年年，我就在白鳞
鱼的浓香中长成了一名男子汉。

上了初中后，学业日益加重，
我的生活进入了快节奏。正当我为
期中考试的成绩而烦躁不已时，爷
爷端上精心制作的白鳞鱼，我根本
没有心情去进行挑鱼刺那复杂的工
序，于是将碗和筷子摔得叮当响，
饭渣掉得满地都是。爷爷听后喃喃

自语“娃子不爱吃了⋯⋯”然后默
默地把鱼端到离我最远的地方，一
个人精神恍惚地吃着。

后来，爷爷好久不做白鳞鱼了。
爷爷生日那一天，爷爷又做了

一道白鳞鱼。他把挑出刺后的鱼夹
给爸爸时，爸爸是那么高兴。看到
我羡慕的眼神，爷爷也夹了一块鱼
给我，并轻轻地剔去了鱼刺。鱼肉
中的小刺戳得我嗓子疼，可爸爸却
像没事一样大口大口地咽着。去厨
房端汤时，爸爸告诉我爷爷最近眼
花得厉害，不知道有的刺没有挑出
来。我鼻子一阵发酸，走出去坐在
爷爷身边，将最大的那条白鳞鱼放
到爷爷的盘中，拣出鱼头和鱼尾，
用手小心翼翼地挑出一根根小刺，
轻轻地把鱼肉拨进爷爷的盘中。这
时，我看到爷爷眼里泪花点点。

泪水中，我轻轻咽下那口带刺
的白鳞鱼，我知道，那是对爷爷爱
的成全。

我家的书墨房

我家有一个书墨房，靠墙一整
排书柜里，整齐地放着各种书籍，
有爸爸爱看的 《曾国藩家训》《傅雷
家书》 等，有妈妈爱看的 《灵魂有
香气的女子》《幸福的方法》 等，有
我爱看的 《三侠五义》《三国演义》
等。有空时，我们会焚香一炉，沏

茶一壶，手执一书，坐卧一榻，各
自沉浸在书的海洋里。

爸爸给我讲过诸葛亮在 《诫子
书》 中倡导的“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至理名言。当
时我不太理解那句话的意思，后来
爸爸给我解释，这句话是说一个人
须恬淡寡欲方可有明确的志向，须
寂寞清净才能达到深远的境界。这
是诸葛亮一生立身处世的写照，充
满道家哲理。

后来我喜欢上了诸葛亮，也很
喜欢道家的一些哲学思想。在为人
处世方面，不愿计较，恬淡寡欲，喜欢
深思。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行为，但我
想这离不开爸爸的影响。正如唐朝
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中说的，

“目濡耳染，不学以能”。
书墨房中有块留言板，家里谁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写在留言板
上。这是我家独特的解决问题办法。

受家人的影响，我喜欢临摹王
羲之、柳公权的碑帖。徜徉于书墨
香之中，净化浮躁的灵魂，清洗尘
世的喧嚣，淡去身边的烦恼。静心
书写不仅是一种对抗浮躁、培养专
注力的好办法，更是修身养性、涵
养底蕴的生活方式。

我喜欢我家的书墨房，那是静
心品心、修身养性的独立空间，也
是彰显家风、颐养气质的地方。

（作者单位：青岛三十九中学初二）

我家有三种特别的香味
王鹏博

师说家教

凡人家话

微论坛

江西省弋阳县制度化推进家校合作已逾 5
年，营造了良好和谐的育人环境。但是由于种
种现实原因，在家校沟通中还是难免存在误
解。

看到班上吴同学出现了发热嗜睡的症状，
班主任提醒家长到医院进行流行性腮腺炎筛
查，家长说乡医院检查了说不是流行性的，不
会传染，执意要送孩子来上课。结果导致班里
有两个和吴同学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同学感染了
腮腺炎。沟通中吴同学的家长强烈抵触，不仅
辱骂班主任，还打电话给校长，威胁说要到教
育局去闹。

家长的想法是不想小孩耽误课，明知已经
对其他同学的健康造成了威胁，仍然不听取学
校和老师的意见，不接受老师的劝告。面对这
种家校沟通中出现的单向传导障碍，是采取避
让还是硬碰硬呢？

班主任与家长的电话沟通宣告失败，于是
在班级微信群陈述了事情原委，家长们议论纷
纷，都对吴同学家长提出了批评。隔日，另一
名患病同学的家长爽快答应孩子停课隔离两
天，群里又起波澜。同一状况，两个家长一个
理解、一个执拗，谁对谁错高下立判。最后班
级家委会经过商议，对吴同学家长进行了约
谈。家长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遵
守规则，对所有孩子负责。

家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没
有包治百病的良方，遇到沉疴可用虎狼药。前
提是家校双方必须站在共同利益点之下，一切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以是否有利于孩子成长
为标准。必要时用集体的力量去消弭个体的消
极因素，团结更多的合伙人，助力班级营造良
好氛围，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江西省弋阳县弋江镇一小）

家长一闹就灵？
微信群里评理！

杨依

微评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7
年 我 国 出 国 留 学 人 数 达 到 60.84
万，来中国留学的人数达到 48.92
万。这么多人不远千里出国求学，
就是为了获得国际经历、经验和体
验，拓展自身知识能力中的全球化
元素。

目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
化、社会高度信息化的特征日益明
显，教育正面临日新月异的变革，
传统的教学形式正面临强烈的挑战
与冲击，甚至被学生“嫌弃”。纯
知识性的内容，搜索即得，俯首皆
是。因此，教育必须面对未来，不
能停留在过去，满足于固化的知识
体系。

对人才的招揽也呈现全球化的
态势。前一段时间我去美国参观谷
歌及其视频公司 YouTube，其科
技产品令人震撼。这些科技型公司
之所以硕果累累，就因为他们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谷歌现在的 CEO
就是个印度人。不同国籍、不同文
化的人，都能在企业里大显身手，
正是全球化的表现。

全球化浪潮分为三个时代。1.0
时代是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了东西互
鉴；2.0 时代则通过海洋文明形成
了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
界格局；目前我们正步入全球化
3.0 时 代 ， 以 “ 一 带 一 路 ” 为 载
体、以互联互通为动力、以包容天

下为法则的全新时代。
“一带一路”是一个凝聚着东

方智慧的伟大倡议，将中国与世界
紧密地连接起来，将“中国梦”与

“世界梦”完美地融合起来，彰显
的是当代中国人以博大的胸襟、接
纳的态度、包容的姿态逐渐主导全
球化的进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人
都应尽快在滚滚流淌、不舍昼夜的
洪流中，寻觅到自己的位置与未
来。因此，教育的视野里不可没有
全球胜任力，家庭教育不可不涉及
全球胜任力，父母有责任帮助孩子
获得这种与世界连接的能力。

要具备与世界连接的能力

当代中国大学生必须具备的硬
能力，一个是人文科技素养，另一
个是外语能力。

人文科技素养可以用三个单词
来概括。

第一个单词是 STEM：S-sci-
ence（科学）、T-technology（技
术）、 E- engineering （工 程）、
M-mathematics （数学） 4 个单
词的首字母，组合起来就是纯粹的
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举世公认。

第二个单词是 STEAM。多了
一 个 字 母 A， 加 了 一 个 艺 术

（Art），意味着要增加艺术方面的
人文素养，包括音乐、书法、绘
画、舞蹈⋯⋯美是超越国界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美将
天涯海角的人连接起来，“海内存
知己，天涯若比邻”。

第三个单词是 STREAM，在
STEAM中间加了一个“R”。R代
表 Reading and Writing （阅
读和写作）。为什么要强调阅读和
写作？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于碎片
化阅读，写作能力出现全球化下
降。教育家朱永新曾说过，“一个
人 的 精 神 发 展 史 就 是 他 的 阅 读

史”， 以阅读和写作能力为基石
的人文素养，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第二个硬实力就是外语能力。
10 年前我会把外语能力归于

软实力。上世纪 80 年代，英语顶
呱 呱 的 人 被 视 为 “ 精 英 中 的 精
英”，极有可能从千万人中脱颖而
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引领者。
但对于身处全球化 3.0 时代的孩子
来说，外语能力就不再是奢侈品，
而是必需品了。

今天的大学生要想具有全球胜
任力，想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
开放、得体、有效的互动，就得具
备超凡的外语能力，能直接阅读外
文资料、善于通过第一手的外语资
讯来分析处理地方、全球、跨文化
的问题。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大前研一
说：“如果你的外语能力，特别是
你的英文能力非常强大，那么你在
这个世界上，在全球化时代，你会
比别人多拥有 50%的机会。”具有
全球胜任力的青少年是未来世纪的

“超强战士”，他们能用外语来了解
世界，用外语来把握世界，还会用
外语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
化。

要具备人文科技素养和外语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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