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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锐
又是一年志愿报考季。据报

道，各高校的轰炸式招生宣传进
入高潮。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

“宣传攻势”下，人们会发现，一
些高校虽是“双一流”却走“低
调路线”。它们也许不在一线城
市、也许没有响当当的名字，但
是其骄人的科研教学成绩和毕业
生，却在国家的要害关节产生着
重要作用。

从军工科技傍身的“硬核”
高校，到仰望星空的“航空航天
牛校”，再到扎根西部的“隐藏名
校”……媒体梳理了一批“热
血牛校”，个个卓尔不群，但知名
度并未给人如雷贯耳之感，她们
的传奇如何续写？自然需要一代
代优秀学子投身其中，在接受教
诲的同时学成报国，回报母校。

应 该 说 ， 报 不 报 考 这 些 牛
校，纯属学子的自由。所谓志愿
中的愿，既有意愿之意，也有自
愿之义，报考哪所高校，考生既
需要结合实际，比如考分，也需
要结合志趣，比如兴趣爱好，一
旦互不适合，则互相耽误。

更应该看到的是，在尊重个
人兴趣和意愿的基础上，填报志
愿时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衔接
起来，更有现实意义。南京理工
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
山曾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19 岁
进入哈军工开始，他就选择了火
炸药专业。“跟航天、导弹等热门
行业相比，这项工作太基础、太
枯燥、太危险了，甚至一辈子也
出不了名。”既然如此，王泽山为
何选择这个专业呢？答案是，“火

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
体现，离开它，常规武器和尖端
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然而近现
代以来，我国的火炸药技术远远
落后于西方大国”。

一句“专业无所谓冷热，只要
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可以光芒四
射”，让人感慨万端。无独有偶，为
港珠澳大桥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也说过，“国
家需要什么，科学家的兴趣就应该
在 哪 ，要 站 在 国 家 全 局 考 虑 问
题”。这种觉悟的背后是责任，是
深沉的家国情怀，是熠熠生辉的
科学担当。

历览诸多著名科学家，不难
发现，他们都怀有爱国情、报国
志，在选择专业时不是因为自己

喜欢，而是因为国家需要。特别
在国家危难之际，这样的选择更
有高度，也更值得崇敬。比如，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程开甲，1946 年抱着“科学救
国”的思想，远赴英国爱丁堡大
学留学，学成归国前还购买了大
量专业书籍。程开甲生前说过：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
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这不是标榜，他用一
生的选择践行了这句话。

马克思有句名言：“在选择职
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
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
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
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这一判断
不仅适用于选择职业，也适用于选
择专业，因为先选择好专业，才有
利于日后选择职业。选择专业，既
需要考虑我们自身的完美，也需要
考虑人类的幸福。

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
动”的专业，并非标榜，也不是
唱高调，而是体现了一个人的价
值取向，一名学子的高尚追求。
应该看到，“人类的幸福”和“我
们自身的完美”并不矛盾，并不

是说为了自身完美而选择专业，
就会有悖于人类的幸福。事实
上，许多专业既可使自己完美，
也能为人类带来幸福，比如钱七
虎等科学家的选择。

毋庸讳言，一些专业看似来
钱快，很光鲜，但并不具备多深
的内涵。与其跟着热门专业走，
不如找寻适合自己的专业；与其
盲目跟风，不如登高望远，把才
华用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上。结合自身特点，在科技创新
上有所作为，乃至为核心技术突
破贡献力量，无疑更有成就感。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
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
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
重要。专业选择看似个体选择，
实则关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当莘莘学子具有超越小我的视
野，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融为
一体，不仅可以遇见更好的自
己，也能在报效祖国时绘就出彩
人生。于此而言，在个人与家国
中找到洽接，便能实现多赢，在
生机勃勃的新时代造就更丰富的
新气象。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志愿填报当有超越小我的家国视野
王石川

近日，江西省教育厅出台了
《关于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江西省本科教育改革
的发展思路、主要目标和具体举
措，其中对本科教育评价机制做了
完善，明确提出“学生挂科后不再
有清考”。这意味着本科教育毕业
将彻底从严，大学本科生“混文
凭”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曾几何时，大学生中一度流行
“60分万岁”的观念，个别教师对
大学生考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
至还有提前给学生“划重点”的做
法。从制度安排上来说，高校对挂
科、补考也给没有通过的学生安排
了“清考”。一般来说，“清考”的
考试要求并不高，绝大部分学生都
能顺利“出关”，以至于被人质疑
是“放水”。在这样一种“清考”
评价制度下，许多大学生对学业放

松了警惕，进而也影响了本科生的
教育质量。

本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
的重要主体，是研究生教育的基
础。类型多样、设置齐全的本科教
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最大的供给
体系，本科生成为了高素质专门人
才培养的最大群体和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基础。

因此，在2018年召开的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明确提出，
要牢牢把握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和
根本标准，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
个回归”。这次会议，为我国本科教
育改革明确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知名大
学无一不将本科教育作为立校之
本。进入 21 世纪以来，虽然科学
研究的重要性随着大学排名日益凸

显，但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哈佛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都强
调本科教育的重要性。哈佛大学本
科生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
灵魂的卓越》一书中就强调“没有
一流本科的‘一流大学’是失去了
灵魂的卓越！没有一流本科的‘一

流学科’是忘记了根本的一流”。
可见，回归并重视本科教育质量已
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的重要共识和发
展趋势。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高等教
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
键时期，却客观上由于“重科研轻
教学”导致了对本科教育教学重视
不够，部分高校领导注意力、教师
精力与学校资源在本科教育教学上
的投入不足，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
量未在本科教育中得到落实，评价
标准和政策机制导向不聚焦等一系
列问题。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后，各地各校都相继
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意见，把本科教
育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非常及
时和必要。从改革的方向来看，就
是要不断提升课程的挑战度，淘汰

“水课”、打造“金课”，取缔“清

考 ” 制 度 ， 对 本 科 生 合 理 “ 增
负”，严守课程教学的质量。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国
高等教育同时即将进入普及化阶
段，推动高校注重内涵建设、提升
高等教育质量是应有之义，而加强
本科教育评价改革，是提升本科教
育教学质量的有效举措，将有助于
改变“严进宽出”的局面，增强我
国高等教育的世界竞争力。

笔者以为，除了注重结果性评
价严把质量关外，高校要更加重视
过程性评价的作用，把人才培养水
平和质量作为本科教育教学评估的
首要指标，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
心，将质量文化观内化为全校师生
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最终
构建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提高本科教育质量要从严格考试做起
姜朝晖

近日，哈尔滨地铁里感人一幕在网络热传：“小男
孩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站器，手里还举着一张纸提醒周
围的人小声点，想让快递员爸爸多睡一会……小男孩
小轩称，地铁里有的叔叔阿姨打电话或说话声音很
大，他担心会吵到爸爸睡觉，所以拿出练习册，撕下
一页纸写下了那句话。

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里，小男孩尽管没有
将“爸爸，我爱你”大声说出来，却用自己的行动进
行了一次无声的情感表达。当许多孩子乘地铁都需要
父母照顾的时候，这名小男孩却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爸
爸的责任；“让爸爸多睡会”不仅传递出他对父亲的
关心，也传递出他对父亲艰辛与不容易的体谅。

开放、流动的地铁车厢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乘客
之间也存在着千差万别；一些人将地铁车厢当成自家
的“后花园”，热衷自说自话，很容易打扰到他人。
这位心疼爸爸的小朋友，希望周围的成年人说话声音
小一些以免吵到爸爸。“让爸爸多睡会”触碰到了人
们心中的柔软地带，引发了不少人的情感共鸣与心理
共振。

部分乘客权利意识高涨，规则意识和边界意识却
“慢了一拍”，这种“文明的剪刀差”，让其他乘客承
受了精神上的痛苦与伤害。“让爸爸多睡会”在本质
上也是一种逆向的社会化，小男孩在无形之中对成年
乘客们进行了一次关于规则、边界与公共文明的教
育。如果所有的乘客都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群己
界限和自律意识，这名小男孩就没有必要再举着一张
纸片提醒周围的乘客了。

千姿百态的社会流动，让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生
存生态。在不良心态的裹挟下，一些孩子非但不能理
解和体谅父母的艰辛与不容易，反而抱怨、指责、质
疑他们没权没钱没本事，认为正是由于父母的无能与
失败，才会导致自己“低人一等”，才会让自己膨胀
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才会让自己没有过上好日子。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员，这名小男孩非但没有埋怨
和轻视父亲，反而体谅父亲既工作又照顾自己的悲
苦，显然需要点赞。

父亲节作为一个“舶来品”，为人们的情感表达
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论是赠送礼物，还是陪伴父亲聊
天吃饭，抑或带父亲外出游玩，人们用各种形式对父
亲进行情感表达。对于许多父亲而言，与感恩相比，
他们更希望得到孩子们的体谅，体谅他们的局限、体
谅他们即便不成功却已经为了更好的生活付出了足够
的努力。

上紧了发条的快递员，很少有机会能够“慢下
来”。可是，他们并不是永远不知道疲倦、没有情绪
情感的机器人，也需要“歇一歇”。小男孩的“让爸
爸多睡会”读懂了普通劳动者的不容易，体谅了父亲
的艰辛，也见证了他精神世界的健康与丰富。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师）

“让爸爸多睡会”
的体谅值得点赞

杨朝清

高考过后，各地又陆续进入了
“中考时间”。“中考升学率低”“读
不了高中就废了”，眼下，一些谣
传的数据加上危言耸听的措辞，弥
漫在朋友圈里，为考生和家长徒增
了不少烦恼。但事实上，这些疯传
的文字很大程度上根本经不起深入
推敲，不过是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制
造贩卖的焦虑罢了。

在很多人看来，只要进了高中
的大门，那也就意味着一只脚差不
多已经迈入大学门槛了。随着高校
的进一步扩招，绝大部分地区的总
录取率都已经达到了80%以上。数
据显示，2018 年，我国高校招生
790.99 万 人 ， 毛 入 学 率 已 达 到
48.1%；预计 2019 年，毛入学率将
超过50%。对比中考情况来看，各
地的普通高中的录取率绝大部分在
50%左右。“进了高中就能上大学”
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高等教育的
普及，为更多人提供了进入大学的
机会，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社会
化的发展，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都
需要正视，高录取率的背后，则是
名校竞争的更加激烈，获取这一部
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难度进一步
加大了。

比起小学、高中阶段，初中三
年承上启下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制
造“中考比高考难”这样的伪命
题，让校外培训更火热，才是始作
俑者的主要目的。日前，成都不少
考生家长的朋友圈疯传着这样的文
字：“12.08万学生参加中考，计划

普通高中招生4.3015万！4.3015万
以外的意味着被普通高中拒之门
外。四七九中计划招生3100人，这
个升学率意味着什么……”尽管成
都教育部门第一时间讲道理、摆事
实做出回应，但谣传的数据威力依
旧。针对这种情况，教育界资深人
士也给出了详尽的解读，那就是校
外培训机构往往用整个高考的升学
率，来和中考的部分升学率做对
比，用偷换概念让考生和家长们陷
入“中考比高考难”的泥淖，再适
时推出“考前冲刺课”“志愿填报
指南”等消费产品，让消费者买
单。

制造贩卖焦虑的校外培训机
构，吃相有些难看，但考生和家长
也更应该树立正确学业观。《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指出：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
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
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
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也就
是说，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
生比例，长期维持在 5∶5 左右均
衡状态。

高考没考好可以复读，中考只
有一次不假，但“宁要普高一根
草，不要中职一株苗”的偏见要不
得，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普通高
中和中职都应该是个人的升学之
路、求学之路、成才之路。更何
况，目前从读中职上大学的通道，
也已经打通，中职生也可以通过参

加高职招考，来考取本科或者是大
专文凭。

中考“降温”方能缓解考生和
家长的升学焦虑，缓解社会的焦
虑，而这也给教育部门提出了要
求。除了对一些传播虚假升学信息

的涉事校外培训机构加大惩戒力
度，形成震慑效应外，还需要建立
一些长效机制。比如，从中等职业
教育的发展规划、经济支撑、办学
条件、生源和入学机会等因素综合
入手，加强文化教学、学生管理、

学校管理，建立和融通部分普通高
中与中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和管理
机制等等，进一步消除考生和家长
们根深蒂固的“重普轻职”观念，
加快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贩卖焦虑的培训机构要严管
何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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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专业”，并非标榜，也不
是唱高调，而是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一名学子的高尚
追求。应该看到，“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并不
矛盾，并不是说为了自身完美而选择专业，就会有悖于人类
的幸福。事实上，许多专业既可使自己完美，也能为人类带
来幸福，比如钱七虎等科学家的选择。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
我国高等教育同时即将进入普
及化阶段，推动高校注重内涵
建设、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应
有之义，而加强本科教育评价
改革，是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
量的有效举措，将有助于改变
“严进宽出”的局面，增强我
国高等教育的世界竞争力。

端午节期间，全国发生了几起学生溺亡事件。假
期结束后，某学校再次向每个家庭发放了一封致家长
的信，重申防溺水的注意事项，要求家长对孩子加强监
管和监控，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其实，这封“致家长
的信”早在今年即将进入夏天时已经发过。

学生溺亡事故频发，防溺水形势严峻，安全教育任
重道远。学校以书信的形式告知家长防溺水注意事
项，提醒家长对孩子进行监管，很有必要。一方面，可
以给家长普及防溺水知识和常识。另一方面，可以强
化家庭保护孩子生命安全的主体责任。

目前，许多学校形成了一个惯例，但凡安全教
育，必须发放致家长的信，并且要求家长在回执单上
签字，由学生将回执单带回学校存档。人们常说，安
全重于泰山，生命高于一切。学校是学生安全的责任
主体，家庭也是学生安全的责任主体，对学生进行安
全教育，保护学生生命安全，是学校和家庭共同的责
任。可是，一纸信、一张回执单，能否承担起安全教
育之重，能否承担起保护学生生命安全之责？答案不
言而喻。

实施安全教育的途径有很多，安全教育合力形成
的方式和方法也有很多。学校安全教育的主体是学
生，载体是教育活动和演练活动。学校安全教育的重
点是组织学生学习避险知识、习得自救能力，着力点是
组织开展安全演练活动，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逃生
本领。

学练结合，是安全教育的正途。学校安全教育还
要在学练结合上下功夫。纸上得来终觉浅。只讲不
演，只学不练，是纸上谈兵式的安全教育，学生只能获
得安全知识，不能习得自救的能力。如果只学不练，一
旦遇到危险，由于缺乏逃生本领，学生并不能化险为
夷。只学不练，是假把式。

安全演练是安全教育的重头戏，是学生习得自救
能力的重要途径，因而安全演练要常态化、系列化、
科学化，做到假戏真演。只有掌握一定的避险知识，
学生才能在具体的“实战”演练中获得逃生本领，提
高自救能力。江苏有一名13岁的男孩，独自在家时
遭遇火灾，看到客厅冒烟，他立刻躲进卫生间，将淋
浴打开对准门缝喷洒，防止明火蔓延，同时大声呼
救，最终被消防员安全救出。这名男孩如果没有避险
知识和自救能力，他能够险中逃生吗？学校安全教育
只有学练两不误、两结合，才会有更多的险中逃生。

（作者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学练结合是
安全教育的正途

罗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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