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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安徽亳州一位学生家长冯女士反映，她
的孩子在读初中，在老师的推荐下，在手机上安装
了一个叫“好分数”的软件，主要功能是查分，学
校联考、班级考试成绩出来后，家长只需登录软件
就可以看到孩子的各科分数。可是，如果想知道孩
子的名次，就得付费。

当地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学校强制学生
家长使用、购买类似软件，家长可以向当地教育部
门反映投诉，如果涉及违规，教育部门将介入调
查。该工作人员建议，学生家长最好还是通过与老
师直接沟通的方式获知孩子的学习状况。

付费查分？

/ 漫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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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尽管高校“重科研，轻

教学”的情况已有明显改观，但形势仍
不容乐观。高校科研是愉悦、成名和奖
励之源，教学或多或少地成为不情愿的
负担，忽视教育特别是本科生教育的情
况依然存在。国家推出“双一流”计划
已近三年，时至今日，一些高校对“双
一流”中一流学科的认识，依然停留在
一些显性指标上，甚至径直把学科等同
于科研。为数不少的高校认为只要教师
的科研做好了，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
生作为科研生力军能出成果，实现“双
一流”建设的目标就不远了，本科成为
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的陪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立身之本
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
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教育
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以本为本”要
求。不久前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的“双一
流”建设现场推进会上，陈宝生再次明
确指出，一流大学建设必须把一流本科
教育建设作为基础任务，并要求“双一
流”建设高校在本科教育上要争做“两
个率先”——率先确立建成一流本科教
育目标、率先在建设一流学科中建成一
批一流本科专业。

为什么要“以本为本”？以本科为
“本”的“本”是什么“本”？“本”至少
包含“根本”“基本”“本源”“本位”四
层含义。首先，尽管大学的职能或使命
有多重，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
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
作，但核心职能是人才培养。须知，教
学育人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
质所在，大学的“根本”使命是人才培
养，大学的中心工作是教育教学，教师
的第一职责是教书育人。

其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基
本”或基础是本科。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本科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的基
础，更重要的是，在本科这个年龄段

（18－22 岁之间），正是青年学生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最宝贵的时
期，如果十八九岁、二十几岁年轻人的
三观教育出了问题，吞下恶果的终将是
整个国家和社会。在中国高等教育从精
英化走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当下，高
质量的本科教育对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至
关重要。

第 三 ， 纵 观 世 界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历
程，本科教育是大学产生的“本源”，几
乎所有大学都发轫于本科教育。中国现
代意义上的大学，基本都是以本科教育
起家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如上海交大
的前身南洋工学，西南交大的前身山海
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等，都是以开展本科
教育为安身立命之本。

第四，由于有了前面三个“本”：根
本 、 基 本 和 本 源 ， 自 然 就 有 第 四 个

“本”：本位。大学要回归人才培养“本
位”，重申高教大计、本科为本的理念，
真正把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根和本，真
正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
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
发展的前沿地位，真正把本科教育作为
高等教育纲举目张的“纲”。

“以本为本”中，是以学生为本，还
是以教师为本？我认为，应以学生为
本，理由很简单，大学因学生而存在。
高校要践行“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
学生”“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的
理念，让每个学生都拥有成就梦想的机
会。

怎么做到“以本为本”？经过多年的
探索和实践，西南交通大学基本形成了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理想信念教育为核
心的“价值塑造、人格养成、能力培
养、知识探究”教育教学体系。当前，
围绕党的教育方针，学校大力开展品德
教育，培养有社会担当和健全人格的
人；大力开展智育教育，培养有职业操
守和专业才能的人；大力开展体育教
育，培养身心健康和意志坚强的人；大
力开展美育教育，培养有人文情怀和高
雅情趣的人；大力开展劳动教育，培养
有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的人；大力开展
国际化教育，培养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
领导力的人。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原载
《人民政协报》，有删节）

回归大学“双一流”
建设的根本

徐飞

“考上大学就轻松了”，每当有
中学生抱怨课业负担重，家长、教师
口中便常会蹦出这一“金句”。此话
并非纯属谎言，当下不少大学生的
确过得很轻松：打游戏、睡懒觉、谈
恋爱，不亦乐乎。有的甚至整天浑
浑噩噩、无所事事，把大学当成了混
日子的地方。

精神的懈怠，必然伴随着学业
的荒废。近年来，大学生基本素养
和能力有所下降的问题引发普遍担
忧。有的大学生连最基本的写作能
力都不过关，“逻辑思维能力差”“完
全不会写学术论文”“规范语言不会

用，全是网络口语”⋯⋯被大学教授
们嫌弃不已。据媒体报道，为改变
这一现象，不少大学重开了写作
课。前不久，清华大学开起了“写作
与沟通”课，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程。
近日，浙江农林大学还组建了写作
教学团队，开设了“大学写作”课程。

正像中小学生应当“减负”一
样，大学生应当“增负”也正在凝聚
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众所周知，
如今不少大学对学生的管理失之于
宽、松、软，从上课考勤到各类考试
以及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实习实训
等，常本着“能放就放，能过就过”的
准则。天长日久，上大学在众多学
生眼里成了一件可以“混”的事，以
为混个几年，拿个文凭，就万事大
吉。

事实上，当下不少大学生依然
做着“轻轻松松就能大学毕业”的迷
梦，但他们不知道，身后那条顺利毕
业的路正在收窄，那扇走出学校的

大门正在悄然收紧——他们口中所谓
的“好日子”，正在远去。

部分大学生尚且懵懂不知，但“让
大学严起来”的呼声在大学校园周围
高涨。“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这一
严重错位的现象显然不能再持续下
去，中国高等教育正在迎来一场深刻
变革。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成为这场变
革的支持者。最近，深圳大学把学生
成绩单寄给家长，受到家长们普遍欢
迎，认为这是大学严格教学、认真负责
的表现，便是鲜明例证。

长期以来，高校加强对学生的学
业管理，除了要考虑学生的感受，还要
担忧家长群体的反弹，因为严格学业
要求就意味着更多学生将面临考试挂
科、延期毕业甚至被学校劝退等情况；
对于辛辛苦苦培养孩子多年的家长来
说，这是他们难以面对的结果。

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渐走
向大众化，上大学已不再是难事，众多
家长的教育观念逐渐改变，“上个好大

学，好好上大学”正在成为家长们的普
遍愿望。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当下不
少大学生精神懈怠、不思进取，加上没
有一技之长傍身，毕业后在就业市场
上严重缺乏竞争力。近年来，我国大
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整体较为严峻，部
分大学生自身能力不足，与用人单位
的需求存在供需剪刀差，是重要原
因。“学校再不管，孩子都废了”“不能
让孩子拿着家里的钱混日子”“在大学
里不好好学习，毕业以后怎么办”，不
仅家长们越来越焦虑，整个社会都注
意到了这一问题。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近日指出，本
科教育居于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
育教学的重要地位。要把全面振兴本
科教育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的核心任务，持之以恒抓出成效。

应当说，加强本科教育是国家发
展对人才的需要，同时符合个人成长
成才的需要，也符合每个家庭对子女
成才的期许。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

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
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并得到国际教
育界的高度认可。近年来，我国中学
生在PlSA测试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引发
国际教育界广泛关注，包括英国在内
的一些教育发达国家主动到我国来取
经，或者进行师资交流。我国学生在
基础教育阶段的先发优势，不应在本
科教育阶段受到削弱。本科教育连接
着研究生教育和中学教育，在全学段
中居于核心环节，本科教育质量不高，
不仅会使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
优势得不到有效延续，同时不利于为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输送真正有学术潜
质的优秀人才。通过加强本科教育，
我国各学段将形成强有力的完整链
条，人才培养质量将得到有效提升，
各类拔尖创新人才有望纷纷涌现，

“钱学森之问”或将由此取得突破。
而要实现这一切，叫醒那些浑浑

噩噩混日子的大学生，对他们的学业
严格以求，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大学有路勤为径
杨国营

“绑架”家长点赞，如何看？
媒体报道，广东某所幼儿园的家长们又在群里收到老师发的通知：“请家长们在 2018年 10月 10日—10月 25 日参与点赞‘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并请每班在10月25日前提供3—5张点赞的照片。”据悉，这是广东某地精神文明办公室主办的“榜样评选”活动，其中一个
“投票榜”需要参考市民投票的结果。这个本意为征询公众意见的点赞活动，却因摊派到幼儿园孩子家长头上而变了味。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摊派集赞

广东一所幼儿园的家长，被
老师要求参加某地精神文明办主
办的一个“榜样评选”活动，而且
点赞对象还得是学校所在区的候
选人。这样的作假行为，家长当
然不愿意参加，但为了孩子，只能
无奈照办。

类 似 的 硬 性 摊 派 ，非 此 一
例。广东某地发起“街坊群防共
治队伍建设”，当地教育局要求师
生和家长关注其公众号，学生家
长还被老师要求关注后截图上
传。如此“圈粉”，就算得来百万

粉丝，实际活跃度又能有多少？
从报道来看，老师和校方也

有苦衷，一位校长就说：“就看哪
个部门强势，能搞定教育局。在
教学育人之外，硬拉学生和家长
为其他任务凑人头，我们也不情
愿。”做事不看对不对，而是取决
于谁足够“强势”，结果，最不“强
势”的家长，被迫充当了“水军”。

家长最重视孩子，这么做等
于是“绑架”孩子，迫使家长“就
范”，毕竟谁都不想因为完不成

“任务”，自己的孩子被“另眼相

看”。如此一番“操作”，得来的
“民意”，终究是假民意，获得的
“参与度”，挤掉水分之后，真实的
数字恐怕会让人“无法直视”。

硬性摊派，既是懒政，也是滥
权。网络世界，雇佣“水军”、买“僵
尸粉”的行为令人不齿。一些网络

“大 V”，看似坐拥数十万、上百万
粉丝，实际的粉丝互动量才零星几
个，往往沦为笑柄；有的影视作品，
放映初期好评如潮，随着时间推
移，口碑却“断崖式”下降，雇再多

“水军”，也敌不过真实观众的雪亮

眼睛⋯⋯而一些部门滥用权力集
赞、圈粉，其行为的恶劣程度更甚，
负面影响也更深。收集民意、扩大
参与，不靠扎实的工作，而是依赖
于滥用权力走捷径，从行为性质上
看，滥权本身已是错；从行为后果
上看，不仅会让民意失真，也会让
人怀疑相关部门“重视民意”的诚
意有多少，再有类似活动，更难唤
起人们参与的热情。

以权力谋点赞、谋粉丝，当休矣。
（作者纪玉，原载 《新民晚

报》，有删节）

“绑架”孩子得来的是假民意

行政任务进校园，不是一件
新鲜事，可以说很多地方都有类
似现象。但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
妥当，让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成为

“民意考核”任务的接锅者，变味
的不仅是“民意考核”本身，还有
整个校园氛围甚至是风气。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家长可
能会认为责任在学校和老师，毕
竟这些拉票、求赞、圈粉的琐碎事
是其要求完成的。对于家长来
说，孩子的教育由学校和老师掌
控，很多事情只能迁就学校和老
师，不能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只

能默默点赞，这也是一种妥协和
无奈。

不过，学校和老师某种程度
上也是受害者。正如一位校长所
言，就看哪个部门强势，能搞定教
育局。在教学育人之外，硬拉学生
和家长为其他任务凑人头，他们也
并不见得心甘情愿。所以，根子还
在于相关部门的“粉丝政绩”思维
以及懒政懈怠的工作作风。具体
来说就是，过于重视形式和面子，
实际上对真正的民意没有丝毫体
现，也没有任何意义。

当这种思维流淌到校园时，

便是将“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
的套路传递给孩子，干扰家长，也
让处于中间地带的学校和老师异
常尴尬，上下都矛盾。如此，不仅
有违教育的本真，更玷污了校园
的纯粹。

再来具体看广东的这个例
子，上面把任务压给学校和老师，
老师又压给家长，家长只能在每
个IP上每天点赞50次，既耗精力
又耽误事。就长期来看，这种既
定模式还可能给本来就不稳固的
家校关系雪上加霜，最终影响的
还是教育的初心本色、孩子的健

康成长。更严重的一点在于，这
样的“注水民意”不仅不是所谓的
政绩，还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
应。“没意义”只是表面呈现，“形
成伤害”才是最终呈现，这一点需
要认识到位。

孩子需要纯真，校园需要纯
真，这应该是社会层面坚守的共
识。面对这一共识，以及其中身
处被动的学校、老师和家长，必须
从制度层面出发，为他们的“敢于
拒绝”提供强有力的现实支撑。

（作者默城，原载光明网，有
删节）

“以权谋赞”玷污了校园纯真

家长不时收到“键盘侠行动”式指令，原因无非有
二：一是相关部门觉得自己所开展的活动“意义重
大”，有必要发动家长广泛参与；二是“粉丝政绩”思维
作祟，“小手牵大手”成了一些单位完成“民意考核”任
务最便捷最有保障的渠道。诚如一位家长所言，自己
领导的话，执行起来也许还会打点折扣，但老师的话，
那是圣旨。“意义重大”加上“效果显著”，各种行政任
务便光明正大地向校园“甩锅”，各路“圈粉”任务都往
学校里塞。

这些事对教育工作有很大的伤害。据 2017 年新
教育研究院发布的 《关于“减少教师非教学工作”
的调查报告》 显示：“占用教师工作时间的工作，并
非全是教育教学工作，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
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 1/4，剩下的 3/4 是
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教师被各种杂事忙到

“怀疑人生”，应接不暇的学生和家长同样苦不堪
言，难免对莫名其妙布置各种作业的老师心生怨
恨，加剧家校关系的紧张⋯⋯“粉丝政绩”绑架教
育，危害之大，可见一斑。

教育是国之大计，必须遵循基本的规律。动辄想
“小手拉大手”的相关部门，需要深刻反思。考核标准
加大了民意的权重本是好事，但部分官员为了谋政
绩，把关注度、满意度当作粉丝 GDP，是“歪嘴和尚把
经念歪”。胁迫家长点赞、刷票，造成民意失真，反而
使群众失去表达民意的动力和意愿，反映出的是部分
政府部门懒政怠政。而且，把手伸向学生家长，实则
是利用公权绑架家长搞“注水民意”，有滥用权力之
嫌。因此，公权绑架家长集赞现象必须及时制止，对
各种部门发起的拉票、集赞活动应予以清理，对弄虚
作假的圈粉、刷票等形式主义行为进行查处。

（作者胡欣红，原载《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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