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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村里娃”，何谈有教无类？
“我们学的是养天鹅的技术，我们不会去养猪。杜城村的村主任找我，要把村子里那些娃都送到这儿来，我不同意，因为这些孩子

素质太低。”日前，网上一段西安某幼儿园负责人的讲话视频引发极大争议。因为发表不当言论，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目前她已经被公
司解聘。但幼儿园“不收村里娃”这一不当言论，引发媒体普遍批驳。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不收村里娃”

薛红伟

绘

“非常愧疚、极其愧疚，事情是
我捏造的，不存在的。”面对记者的
采访，29 岁的赵某对自己在网上发
布不实消息、图片造成的恶劣影响
悔恨不已。近日，一则“贵州毕
节、凯里有儿童被性侵”的消息在
网上大肆传播，引起广大网民极大
愤慨，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
响。最终，当地公安机关迅速行
动，找到了造谣的当事人，证实这
纯属谣言。

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最终被
证伪，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我们
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适度的反
省很有必要：为什么谣言会被那么
多人轻信？无数网民被蛊惑起来的

愤怒情绪对公共舆论环境造成了怎
样的破坏，又对一个地域、一个群
体、一个行业的声誉造成了多大伤
害？

人们常说真相和谣言是一对孪
生兄弟，但二者的关系却经常是

“谣言张张嘴，真相跑断腿”。炮制
和散播一则谣言，可能只需要一台
电脑、一部手机和一个突然冒出的
邪恶念头，但受到谣言攻击的机构
和个人却要无端面对汹涌而至的口
水和谩骂，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
精力“自证清白”，这对个人精神的
摧残和造成的公共资源浪费，不言
而喻。对于某些公众尤其是“键盘
侠”来说，轻信和扩散谣言可能只
是一次转发、一个点赞，他们不需
要为此付出多少成本，因此往往也
就缺乏对真相的敬畏和对情绪的约
束，让非理性的焦虑、恐慌等负面
情绪占领了头脑的高地。我们事后
可以指责这部分公众的轻率和不负
责任，但指望他们真正提升媒介素

养和社会责任感恐非一日之功。事
实上，有些人在发泄完不良情绪
后，根本就不再关注后续真相的到
来，而是拍拍屁股把视线转向了别
处；另外有些人在看到真相后，也
只会“哦”一声，却不会反思自己
之前轻信和散播谣言的不当言行，
大多只是以谣言的受害者自居，却
忘了自己也是散播谣言的参与者。

部分公众面对谣言的态度固然
值得批评，但我们更应该牢记一
点：当谣言跑得飞快时，真相绝不
能落后，而最终能打败谣言的，也
唯有真相。面对谣言，相关机构和
个人如果无所作为，任其传播，显
然是极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但一
味捂盖子反倒可能起到为谣言“背
书”的效果。谣言就像一股妖风，
它的出现具有偶然性、突发性，可
谓防不胜防。在它出现以后，以尽
可能快的速度查清和公布事实真
相，从而彻底平息这股妖风，才是
最好的应对方式。真相是最好的谣

言粉碎机，当它出现时，谣言这股
妖风自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要
怀疑真相的力量，它可以轻松破解
一切无端揣测和恶意攻击。

但是，即便真相及时到场，谣
言造成的危害依然是既成事实——
谣言过境，遍地狼藉。因此，事后
追责必不可少，每一个谣言制造者
都要为自己犯下的过错付出相应代
价。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对谣
言 制 造 者 的 打 击 依 然 失 之 于 宽 、
松、软。比如，最近与高考有关的
谣言屡屡被媒体曝光，四川一考生
散布“全省理科前一万名的考生当
中有 6300 人是复读生”的谣言，引
发轩然大波，但因为当事者不满 18
周岁，最终警方只是对其进行批评
教育了事。如果对谣言制造者只停
留于“罚酒三杯”式的惩戒，显然
无法起到良好的警示作用。因此，
有必要加大对造谣者的事后追责力
度，以儆效尤。

与此同时，面对谣言，政府相

关部门更要积极行动起来，主动揭
露常见的谣言套路，避免众人被蒙
蔽，从而维护公众权益。今年高考
前，教育、网信、公安等三部门梳
理汇总了历年来“冷饭热炒”的涉
及考试阶段的谣言。近日，在高考
成绩公布查询之际，三部门再次发
布关于高考录取的常见谣言和防范
提醒，起到了以正视听的积极效果。

其实，谣言之所以有市场，往
往并不在于造谣者有多高明，而在
于不少公众总是愿意相信那些符合
他们口味的东西，但事实证明，这
种心理倾向经常被谣言制造者利
用。平淡的事实和观点很难引起人
们的注意，谣言通常具有耸人听闻
的特征，面对一则通过非正规渠道
发布、缺少权威信源的惊人消息，
公众最好先问一句“是真的吗？”即
便有转发、分享、评价的冲动，至
少也要保持必要的克制，不盲目做
出过激反应，免得真相浮出水面后
自扇耳光。

真相是最好的谣言粉碎机
杨国营

大脑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也可能是宇
宙间最复杂的物体——结构复杂、功能复
杂，比最大的超级计算机不知道还要复杂多
少倍。这个复杂的物体是怎么出现的呢？它
是生物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奇迹。

大脑外面有皱褶的这层叫大脑皮层，是
所有重要的脑功能的关键区域。理解大脑，
不仅要知道大脑皮层的结构和功能，还要知
道大脑皮层里那些复杂的核团的功能。为理
解这些问题，科学家至少花了200年时间。

现在，我们对大脑的了解，比如大脑如
何处理信息、神经细胞怎样编码和传导信
息、信息如何从一个神经元交互到另一个神
经元⋯⋯这些传导机制都理解得比较清楚；
对不同的神经元做什么，在各种功能中会产
生什么反应，也很清楚。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诺贝尔奖涉及的
神经科学中的重要发现都跟大脑的信息编
码、储存相关。但是，我们只对神经细胞如
何处理信息了解得很清楚，对整个大脑复杂
的网络结构了解不多。

到底是什么原理使得神经细胞在某种情
况下发生某些反应，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对
大脑中的信息处理不太了解，对各种感知
觉、情绪，还有一些高等认知功能——思
维、抉择甚至意识等，理解得比较粗浅。虽
说脑科学已有相当的进展，但是未知的比已
知的要多得多。打一个比方，脑科学现在的
处境，相当于物理学和化学在 20 世纪初期
的处境，有很多事情已经搞清楚，但是重大
的理解和突破还没有出现。所以现在的脑科
学是生物科学里比较神秘的领域，从这点来
说，脑科学将成为未来生命科学发展中很重
要的一个领域。年轻人将来想钻研科学的
话，脑科学就是前沿科学，不但在这个世
纪，甚至下个世纪依旧是前沿科学。

为此，我们希望启动一个由中国科学家
主导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做全脑介观层面上
的神经连接图谱。对于介观图谱，不仅中国
科学家感兴趣，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有兴
趣。通过该计划，人们能够研究动物特别是
模型动物 （包括小鼠、猕猴等跟人最相近的
灵长类动物） 的大脑图谱。其中一翼要做脑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形成各种新型的医疗产
业。另外一翼是类脑人工智能、类脑计算、
脑机接口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技术，该领
域对未来的人工智能产业具有重大影响。这
就是目前中国脑计划的方向，也是大家公认
的最好的方向。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脑计划相
比，虽然我们的计划启动得慢，但我们的设
计是最圆满的，希望它的实施也是最圆满
的。

脑科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应用就是脑
机智能技术、类脑研究方面。

在该领域中，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
向，就是脑机接口和脑机融合的新方法，还
有各种脑活动的刺激方法、调控方法以及新
一代人工网络模型和计算模型。尽管现在的
深度网络计算模型很好，但与人脑相比，还
差得很远。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研发出类人脑
的新型计算模型和新的类似神经元的处理硬
件，并将它们应用到新一代计算机上，有可
能做出更优秀、更高效的计算机，它们的计
算能力也将更接近人类，并且能耗更低，效
率也更高。

此外，类脑计算机器人和大数据处理也
是未来类脑研究的方向。我重点谈谈图灵测
试。大家也许听说过图灵测试，如何判断一
台机器具有人的智能？图灵在70年前就提出
过这样一个设想：在彼此看不到对方的情况
下，分别与一台机器和一个人对话，并在对
话过程中，分辨出对方是机器还是人。如果
无法分辨出对方的身份，就可以认定这台机
器具有人的智能。其中语义的理解是最关键
的。多年来，人们一直希望做出能够通过图
灵测试的机器。通过测试的标准是，只要有
1／3的人在5分钟之内辨别不出跟自己对话
的是机器还是人，即可认定机器获胜。

小冰是微软 （亚洲） 互联网工程院在中
国推出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以通过对
话不断提升自己，增加自身的知识储备，增
强回应能力。虽然问世多年的小冰具有很高
的对话能力，但人们还是很容易就知道它不
是真的人，而只是一台机器。在今天，如果
真正要做出好的类脑智能，必须依靠新的图
灵测试。什么是新的图灵测试？除了语言能
力之外，测试指标还应包括对各种信息的感
知能力与处理能力。具体来说，可以让一个
机器人和一个人各自操作一只机械手来玩一
个玩具，同时要求他们彼此间就动作情况进
行对话，以便进行判别。我们很容易发现，
类似测试可比跟一台计算机对话复杂多了。
团队合作方面也是测试内容。叫一个机器人
与人类合作进行某些活动，比如进行比赛，
观察大家是否能够辨别出来队员中哪个是机
器人哪个是人。这些都是新的图灵测试所涵
盖的内容。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二三十年内，可能
出现能够通过新的图灵测试的、具有通用人
工智能的类脑人工智能。

（作者系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所长，原载《北京青年报》，有删改）

脑科学到下个世纪
或仍是前沿科学

蒲慕明

身为幼儿园园长，歧视和傲
慢来得如此理直气壮，实在让人
错愕。

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有必
要向这位园长老生常谈几句“有
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不论种族
性别、贫富贵贱、美丑与否，每
个人都有资格接受教育，应是每
个办学者和教育者都具有的常识
和遵循的准则。

事实上，“有教无类”除了说明

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外，
还表达了“类”这样一层意思。

“类”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可
能会因为教育的、家庭的、生理
的等方面原因，发展存在些许差
别，但教育不应因这些差别看人
下菜碟，而应给人以平等的发展
机会，进而消弭这些差别，让人
更好地成长。

反观这位园长，将“不收村
里娃”赤裸裸地挂在嘴边，还将

其比喻成“猪”，这实在与学前教
育守门人应有的素养不符。

而从深处谈，这些赤裸裸的
歧视背后，是有些学校对学生生
源的功利化分类。拿此次事件来
看，涉事幼儿园表现出的，就是
过度逐利和过度商业化。而当

“择富”“择优”录取成为风气
时，办学理念也必然出现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该幼儿园不
只存在教育理念和收费标准问

题。据报道，有家长介绍，该幼
儿园因无手续实际上只是看护
点，且由于没有相关手续，导致
园内没建消防系统。

鉴于此，当地相关部门也应
对该幼儿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
查，将幼儿教育普惠政策真正落
到实处，才能消除幼儿教育中这
些奇葩现象，让教育公平真正落
地。

（原载《新京报》，有删改）

幼儿园要避免过度逐利和商业化
伯扬

去 年 ，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某 幼 儿 园 下 发
《“我的小区”主题调查表》，让幼儿图文
并茂填写家里住房情况；又如南昌一幼儿
园 50 余个孩子长期流鼻血，园方拒做甲醛
检测。这些事件无不折射出幼儿园之强
势。而幼儿园强势的背后，则是幼儿教育
资源不充足、不均等导致学前教育需求与
供给严重失衡，以致“入园难”现象愈演
愈烈的问题。

随着人口出生高峰、外来人口大量涌
入以及家庭育儿观念转变等多因素叠加，
社会入园需求急剧攀升，学前教育学位资
源供给紧张，社会出现“入园难”问题。
如何完善学前教育供给保障，建成广覆
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切实解决“入园难”问题，各级政
府有关部门责无旁贷。如北京市采取加大
财政扶持力度，淡化公办、民办概念，突
出公益普惠；对各类型幼儿园实行专人专
职常态化管理；研究鼓励机关、部队、企
事业单位办园政策等举措，力促学前教育
均衡发展的做法，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专家研究指出：早期教育状况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预测儿童将来的认知、语言和
智力发展水平。期待各地重视学前教育，
强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
的办园体制，让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惠及更广大儿童。

（原载中安在线，有删改）

呼唤公平而有质量
的学前教育

王红峰

在视频中，这位负责人的言
论没有丝毫掩饰，处处都是对群
体的歧视，以及自视甚高的优越
感。比如她不仅将教育农村的孩
子比作养猪，认为他们“素质太
低”，还强调“卖菜的、卖鱼的”
子女进来幼儿园会“鱼龙混杂”，
导致其他孩子被传染而“说方
言”。

所谓有教无类，将孩子分为
三六九等，在起跑线上就给家长
们灌输如此迂腐的价值观，是人
为制造社会议题。而且说这番话

的目的还为了论证高收费的合理
性：据报道，该幼儿园的收费标
准不一，超出审批时的备案收费
价，导致家长广泛质疑。该负责
人不肯降价，于是搬出降低收费
门槛会导致生源“鱼龙混杂”的
托词。最讽刺的是，该幼儿园其
实连资质都没有。

很难想象如此言论会出自一
个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它说明作
为从业者想到的只是圈钱，而非
教化育人。

城市化过程中，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的教育权有时得不到充分
保障，他们往往只能选择民办幼
儿园或打工子弟学校，很难与本
地孩子一起享受公立教育资源。
公立幼儿园由于资源紧张，无法
面向全部群众普惠式开放，与此
同时，民办幼儿园将生源分成三
六九等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正
如此次新闻所显示，它更多还是
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对不少家长
来说，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购买
力，商业利用空间小，自然很容
易被高收费挡在门外。

从市场的角度看，存在着服
务于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幼儿
园，并且收费标准不尽相同，这
其实是相当正常的现象。真正的
区隔和歧视是，将一些该共享的
资源，人为地提高门槛，向一部
分群体关上大门。就像此次事发
的幼儿园，明明政策层面规定，
看护点收费原则上不应该高于普
惠幼儿园每月 1200 元的标准，但
实际收费却接近 2000 元，明显存
在过度逐利的问题。

（原载光明网，有删改）

教育工作者应具备基本的文明素养
光明网评论员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联合市教委等9部
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
业的通知》，明确招用人员过程中，不得以性别
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
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
件，不得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专家建议，各区各部门还要采取措施促进
妇女就业，加强就业服务，以女大学生为重
点，为妇女提供个性化职业指导和有针对性的
职业介绍。与此同时，专家还指出，各地各部
门还要加大监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侵害女职
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特殊劳动保护权益行
为。对妇女与用人单位间发生劳动人事争议申
请仲裁的，要依法及时接受快速处理，切实保
障妇女的平等权利。

禁止对妇女的
任何就业歧视

——/ 论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