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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教育

观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
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
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 指出，为激励和
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
勇攀高峰，需要加强作风和学风
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
境。崇尚学术民主，坚守诚信底
线，反对浮夸浮躁、投机取巧，
反对科研领域“圈子”文化。

《意见》的出台是继2018年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
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后，国家层
面又一次为加强科研文化建设，在
全社会营造尊重科研、尊重人才的
良好氛围而做出的战略部署和要

求。《意见》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对科研诚信建设、科研
作风和学风建设的高度重视。

一部科学史，其实也是一部
科学家的精神史。他们在为科研
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勇攀
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
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
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
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
人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对营
造良好科研环境，推动科技创新
至关重要。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
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科技创新实
现了历史性和整体性的重大变
化，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重要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为使我国
进一步由科技创新大国向世界科
技强国转变，则需要继续加强创
新科研成果产出，而科研创新成
果的不断涌现又依赖于风清气正
的科研环境。

科研环境和科研文化对科研

人员的科研活动起着重要的形塑
作用。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有
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创新
的科研成果均是在不断质疑、争
鸣、论争循环中产生的，需要科
研工作者时刻树立怀疑精神，敢
于挑战权威，崇尚学术民主。另
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充满风险
性、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需
要科技工作者时刻坚守科研诚信
底线，恪守学术道德。但在现实
中，各种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时
有发生，亟待进一步加强科研诚
信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科
研环境和科研文化。《意见》中明
确指出，严禁违规将科研任务转
包、分包他人，严禁随意降低目
标任务和约定要求，严禁以项目
实施周期外或不相关成果充抵交
差。反对无实质学术贡献者“挂
名”，导师、科研项目负责人不得
在成果署名、知识产权归属等方
面侵占学生、团队成员的合法权
益。不参加自己不熟悉领域的咨
询评审活动，不在情况不掌握、
内容不了解的意见建议上署名签

字。《意见》中这些细致性规定的
出台既针砭时弊，又意义深远。

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是创新
科研成果涌现的先决条件，也是
打造良好科研文化的重要基础。
创新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既需要
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同
时需要依赖于良好的科研环境和
文化。科研工作者潜心学术研究
工作，默默进行科研领域的探索
和奉献工作，不断追求真理、勇
攀科研高峰，最需要的就是风清
气正的科研环境。正如 《意见》
指出的那样：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需要尊重他人学术话语权，反对门
户偏见和“学阀”作风；需要科研工
作者坚守学术诚信底线，对严重失
信行为“终身追究”“一票否决”；需
要反对浮夸浮躁、投机取巧，坚持
实事求是，“板凳坐得十年冷”；需
要反对科研领域的各种“圈子”文
化，破除各种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
关系。

《意见》的出台，更加有助于
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科学家精神，发

挥价值引领，努力形成尊重科
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为我
国科技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
文化基础；更加有助于营造良好
的学术生态文化和风清气正的科
研环境，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
创造活力；更加有助于增强学术
道德建设、科研诚信建设、作风
和学风建设，有助于减少各类学
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更加有助于打破科研领域的“论
资排辈”现象和“圈子”文化，
从而为青年后备科技人才的脱颖
而出打造更加有利的科研文化。

当然，任何政策和举措想要
取得理想的预期效果，离不开实
践层面各方主体的认真贯彻落
实。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和科研
文化的塑造需要久久为功，绝非
一朝一夕所能轻易达成。因此，
各地区、各部门应认真领会 《意
见》 中的精神要旨，各有关方面
要对 《意见》 落实情况加强跟踪
督办和总结评估，确保各项举措
落到实处。
（作者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弘扬科学家精神 打造良好科研文化
高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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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词，也让一些商家
有机可乘。近日有媒体报道，高考刚结束，一些公
司就趁机推出所谓的“专为高考志愿填报”打造的
高科技产品，并称软件运用了“大数据+人工智
能”的技术，为考生快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校和
专业。人工智能能让志愿填报更准确吗？教育专家
表示，高考专业的选择需要个性化的定位，考生只
有结合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专业。

所谓“AI”，就是人工智能软件的缩写，它包
括十分广泛的科学，由不同的领域组成，但就高考
来说，它主要是指志愿填报这一块。近年来，各种
各样关于高考填报志愿的服务软件争相上线，号称
可以按照指定分数查找院校、名次，模拟高考志愿
填报，智能推荐报考院校，确保万无一失。可实际
上，尽管有的软件的确能起到一定效果，但也有一
些“AI”打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旗号，提供的信息
却早已过时，甚至存在错误，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骗
取考生不菲的咨询费用。他们大肆吹嘘，甚至有的
说仅仅凭按键一点，就可以事先预测到各大名校的
录取分数线，这分明就是一种谎言。稍有高校招生
常识的人都知道，高考录取分数线是由报考人数和
高校招生计划来决定的，虽然高校在每个省份的招
生计划是先确认的，但志愿填报人数并不确定，所
以就算是再牛的专家，也根本不可能事先预测出高
校的准确录取分数线，就更别说一个软件了。一些
骗子之所以虚张声势，大言不惭，其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骗取家长和学生们的信任，他们好从中牟
利。

其实，撇开这些骗子的利欲熏心心理不谈，就
算他们在虚抬价格的同时，“AI”确实具有一定的
预测性，但对于考生而言，也只能拿这些做参考，
而不能完全去倚仗。软件毕竟只是软件，它们的预
测或许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绝对替代不了学生自
己的意愿。作为考生，需要结合自己的实力和兴趣
进行选择，如果偏离了个人爱好，就算侥幸进入了
名校，也未必是适合自己的学校。

合理填报志愿对于考生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考
生所选报的院校和专业，是考生的志向、愿望、爱
好、个性和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反映。所以，志愿就
如人生的导航标，一点都马虎不得，填报哪所学
校，首先要明志，只有明确了志向和爱好，才能向
着既定的目标奋斗。千万不要盲目倚仗什么

“AI”，软件毕竟是死的，人是活的，自己的人生
得由自己规划。 （作者系职员）

高考志愿填报
岂能迷信人工智能

徐建中

最近，杭州某小学五年级的一
名 班 主 任 带 的 班 级 出 现 了 “ 情
书”。对小学生来说，情书是一个
敏感又新奇的话题。这位班主任不
仅没有遮掩，反而大方直面，甚至
还教学生如何写好一封“情书”。

按照儿童成长的一般规律，五
年级小学生的性别意识更为清晰，
他们的成长道路上也会出现诸多

“小插曲”。比如“三八线”，表现
出来的成长疏离感、界限感；比如
写 情 书 ， 错 把 正 常 的 欣 赏 当 作

“爱”；比如女孩子月经初潮时的手
足无措，男孩子投来的奇怪目光、
违反科学的言论，甚至出现人身攻
击。小学阶段，男女或相看两厌、
井水不犯河水，或由普遍对立走向
个别爱慕，其实质是性别意识的投

射。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守
护孩子“精彩花季”，性别教育正
当时。

像案例中的班主任，如果谈
“情”色变，对写情书的同学和行
为大加斥责，蛮横对待，也许孩子
在长大后，就会羞于表达自己的情
感，会对世界变得不再好奇，会畏
手畏脚。而这一人格的养成，显然
有悖于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真善
美”。在学校，教师除了要教孩子
知识、生活自理能力，更需要培养
孩子养成诸如健康的人际交往、情
感表达、阳光的个性等三观。而对
待可能出现的成长“问题”，教师
主动面对、科学引导是上策。比如
主动普及生理知识，教会孩子认识
自己的身体，同时教会孩子一些基

本的防护措施。学校也要为孩子营
造一个良好的人际成长氛围，当孩
子出现一些“失范”行为，要给予
耐心和包容，而不是警告、惩戒了
事。性别教育要贯穿义务教育阶段
始终，性别意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
表现，当下急需一个稳定而有体系
的性别教育方式。

当下一些新生的词也能反映一
些问题，比如“女汉子”“娘炮”
已经屡见不鲜了，甚至出现崇尚反
性别的打扮和性格。而这些大多是

“性别模糊”所欠下的成长账。而
性别教育是指：孩子在童年时就能
够清楚认识到自己正确的性别角
色，让孩子发展出适合自己自然性
别的个性风格。这一特殊的成长阶
段，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接力，毕

竟“多一个铃铛多一声响，多一支
蜡烛多一份光”。

作为另一极的家长，对孩子进
行性别教育时，一定要秉持客观的
态度。当孩子追问身体特征器官的
时候，就要像给孩子描述耳朵、眼
睛一样，用平常而客观的态度描
述，给孩子以正确的经验。父母在
孩子面前应该尽情展示各自的性别
特征和性别优势，展现互补性质，
给孩子一个男女互不可代替、互有
优点但没有优劣的印象。父母不能
强行规定孩子必须有的性别特征，
要有一定的弹性，依据孩子的特征
慢慢教育引导。在帮助孩子建立性
别意识的同时，更要教孩子保护自
己的隐私，养成自我保护的意识，
不给坏人可乘之机。

国外的某些性别教育经验，也
值得我们借鉴。比如颜色区分：蓝
代表男生，粉代表女生。从襁褓
期，就塑造“这个颜色属于我”的
观念；男穿裤子，女着裙子：女孩
子变得和善、优雅，对美也更加敏
感，男孩子则着垂直的裤子，变得
坚毅。玩具区别，又或父亲带男孩
洗澡、母亲带女孩洗澡，等等。不
论在家中、在学校，或在生活中、
学习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性别教
育都应贯穿方方面面。而作为家长
和教师，最重要的就是有主动的态
度、科学的精神、艺术的方法，从
而引导儿童养成正常、健康、正确
的性别意识。

（作者系浙江省开化县华埠中
学教师）

儿童性别教育须主动面对
郑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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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厦大保安周德新5年里
通过 40 多门考试，即将获得厦门
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成人高等教
育）。提到未来的打算，周德新
说，他还是会待在厦大，哪怕还是
在校门口当保安。

在一个习惯“以貌取人”的社
会中，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保安，也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打破人们
的刻板印象。“厦大保安获学位”
见证了一位普通人的向学之心和自
强不息的精神，值得所有人致敬。

“厦大保安获学位”的初衷，
在于完成儿时的梦想，成为一名律
师；已经 51 岁的周德新，拿学
位、争取获得律师从业资格并不是
为了获取高薪，而是为了不断丰富

自己的精神世界。对于社会上不少
人来说，如果学习不能给自己带来
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何必要
这么辛苦、花这么大力气？有人觉
得周德新的做法是浪费时间，没有
必要。

在一个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盛
行的时代里，一些人的学习具有很
强的实用性；如果学习不能为他们
带来某些实质性的好处，不能进行
立竿见影的利益变现，不能转化为
财富和社会资本来改善他们的生存
生态、帮助他们实现纵向的社会流
动，他们就认为这样的学习是没有
价值的，是一种白费功夫和赔本生
意。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教育

只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
的预备”。那种将学历与工作捆绑
在一起的做法，固然承载着老百姓
对“读书有用论”的价值认同，却
失之偏颇。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
化、社会心态越来越多元化的今
天，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很难说不是
一种必然；“厦大保安获学位”建
构 了 一 个 与 众 不 同 的 “ 意 义 之
网”，外人读不懂，并不意味着周
德新的所作所为不值得。

保安群体也好，农民工群体也
罢，普通人的精神诉求与情感需
要，要得到更多的理解与认同。虽
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或许还谈不上丰
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精神生
活也是贫乏的。

不论是厦门大学“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校训文化，还是校园
浓郁的学习氛围，抑或厦大的师生
们为他的学习提供便利和帮助，

“厦大保安获学位”固然有保安个
人的努力与坚持不懈的因素，也和
学校为他的学习创造的条件密不可
分，这也为我们营造终身学习的氛
围提供了启示。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让这
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
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轨迹。一方
面，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
加速，很多人为了跟上时代脚步，
不断学习新知识，获取新技能；另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并不只
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给自己进行

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营养输
送”，提升自己的审美、情趣、品
位与格调，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满
足。

“通过接触厦大老师我才知
道，有一种读书不是为了谋生，而
是为了情怀和精神。”朴素的话
语，道出了“厦大保安获学位”的
价值内核和精神底色。在平凡的世
界里，许多普通劳动者也有着丰富
自己精神世界的需要；而“活到老学
到老”的终身学习，就是他们建设自
己精神家园的一种渠道。像厦门大
学一样为终身学习创造条件、提供
帮助，需要公共部门、市场和社会力
量多方合力，实现“美美与共”。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厦大保安获学位”为终身学习代言
杨朝清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
文件中相继提出并强调严格教师资格和准入制度，
提高教师入职学历标准，明确把小学教师学历提升
至师范专业专科和非师范专业本科。近期，笔者在
教育系统内、朋友圈和家长群里听到一些争论。作
为一名在基础教育一线工作多年的教师，想谈一点
看法。

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小学教师队伍建
设。早在 1993、1995 年，国家相继出台了 《教师
法》《教师资格条例》，从源头上保障教师来源的素
质和水平。2018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8.1%，比1978年提高了近47%，开始迈向普及化
发展阶段。相应地，我国基础教育教师的学历层次
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全国中小学教师本科及以上
学历持有者比例显著增高。不难发现，随着我国高
等教育逐渐走向普及，一线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涨
船高，学校和家长对教师的学历也更加重视。此种
情况下，选择什么人样的来教我们的孩子，确实需
要上升为国家战略给予高度重视。对此，笔者认
为，提高教师的入职学历门槛，严格教师准入是时
代的必然。

有人说，提高教师入职学历门槛仅仅是为了顺
应学生家长的要求，是已经进入教师队伍的人员对
专科生的挑剔、歧视；也有人说，应该给那么多高
职毕业生一个就业机会。其实，这些争论本身就说
明，在一些人心中，教师的重要性仍没有得到充分
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
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
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
民族的希望。”提高教师入职学历门槛，出发点正
在于让学生遇到更多的好老师。当然，学历不是衡
量师资水平的唯一标准，但是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没有学历的准入要求更难保障教师队伍
的质量和水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教育、教师政策谋的是国家大计，谋的是长远之
计。在现行教师招聘和选拔机制下，提高教师入职
学历门槛，从源头上垫高教师来源的低点，对孩子
有利，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在教师准入问题上，
还真不可谋一时之利，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和大局
意识。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实验中学教师）

提高教师入职
学历门槛是时代必然

高传龙

/ 一家之言 /

交了25800元学费学英语，报名时说好的英语母语外教，
开课后却是东欧老师来上课，还经常出现明显语法错误……
重庆市民郭女士在北碚区一家外语培训机构生了一肚子气。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多地调查发现，持续火爆的外教市
场存在诸多不规范的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母语非英语、低学历、无经验的英语外
教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按照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要求，
取得所在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学证
书的，可免除工作经历要求。各类教师资格证书五花八门，
有的甚至可在网上随意购买。

专家建议，要严查中介机构隐瞒、伪造外教身份、学历
和工作经历等信息的行为。用人单位在聘请外教时也要加强
对外教人员的出入境资料、教育资格等审查，把好最后一道
关。未来应建立外籍教育专家信息和公共就业平台，实施外
籍教师资质评审登记和分级就业指导，通过公开披露信息加
强监管。

外教市场乱象得管管

/ 漫话 /

来论来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