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曾经唤
起了众多家长的共鸣， 一些家长为了让
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什么都希望能
从娃娃抓起，足球、舞蹈、钢琴、武术、奥
数、英语、美术等兴趣班报了个遍，孩子
们忙于各种学习，苦不堪言。 于是有人对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产生了怀
疑，他们认为：“人生是场马拉松，并不是
短跑。 起跑得再快再猛也不能保证在马
拉松途中一直保持领先， 更不能保证肯
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文章又引起了众
人的附和。

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信任专家、
名人，似乎只要是名人说的就准确，似乎
只要是专家说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真理，很少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主张。
中国人也似乎从来没有考虑马拉松和育
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根本就不能
拿来做比喻。 让我们了解两个中国文化
名人的真实故事。

第一个是胡适，胡适在他的《我的信
仰》中写道：“我母亲虽则并不知书识字，

却把她的全部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 我
是一个早慧的小孩，不满三岁时，就已认
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亲每天用红笺方块
教我的。 我才满三岁零点，便在学堂里念
书……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
醒，叫我在床上坐起。 她然后把对我父亲
所知的一切告诉我。她说她望我踏上他的
脚步，她一生只晓得他是最善良最伟大的
人。 ”胡适在母亲的影响下，8 岁就读《资
治通鉴》，13 岁就能熟诵四书五经。 按照
我们的想法，胡适之所以能取得后来那么
大的成就，似乎就是“赢在起跑线上”。

第二个文化名人是莫言， 这位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小学时便经常偷看 “闲
书”，包括《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
浒传》、《儒林外史》等。 他在小学五年级
时辍学，在农村劳动长达 10 年。 在“文
革”期间无书可看时，他甚至看《新华字
典》，尤其喜欢字典里的生字。 后来，莫言
的母亲从邻居手中买来了一套范文澜的
《中国通史简编》， 莫言靠着这套书度过
了“文革”岁月，接着又背着这套书走出

家乡。 至今莫言依然认为 《中国通史简
编》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书，莫言曾说：“我
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
地活下去； 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
要有尊严地活着。 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
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 但也使我获得了
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
准。 ”莫言在他最该接受教育的年纪却远
离了校园，不要说莫言赢在起跑线上，他
连站在起跑线上的机会都没有， 但他一
样取得了成功。

我想， 胡适与莫言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 那就是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
道德熏陶，养成了爱好阅读的习惯。 起跑
线对于孩子到底有多重要？ 从两位文化
名人的经历来看，起跑线不单单是书法、
唱歌、 跳舞等才艺，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
上，孩子的成人远比成才重要。 如果一定
要给人生画上一条起跑线，要想“不要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认为，从小养成
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阅读习惯， 这才是真
正的起跑线。

“通报批评 ”是对单位或个人批
评教育的一种方式，有“以儆效尤 ”的
教育效果。 但需要慎用 ，对教师尤其
如此。

几年前 ， 某校出了这样一件事 ：
一个一年级学生上课时无法无天 ，搅
得整个班不得安宁 ，使得正常教学无
法进行。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班主
任只好把他拉到教室门口站着 。 岂
知， 教师这一本来不是问题的做法 ，
却被家长捅到县长信箱里去了 ，“罪
名”是剥夺孩子的学习权利 。 为了对
领导和家长有个交代 ，有关领导以教
育“事故”定性，提议取消该教师当年
评优评模资格 ， 扣除一个月绩效工
资，全县通报批评。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家长告状常
常存在几种情况：一是孩子避实就虚，
不说自己的错， 而一味夸大教师对自
己的“处罚”；二是不喜欢教师，对教师
有成见； 三是对孩子的真实表现知之
甚少；四是喜欢意气用事、小题大做。

“通报批评 ”对教师绝非一纸空
文。 首先是对教师人格的影响 ，教师
某些过激行为诚然有错 ，但还不至于
上升到“通报批评”之列，用“重惩”治
“小疵 ”，会严重伤害教师自尊 ，甚至
可能导致教师彻底改变人生观和价
值观。 其次是对工作热情的影响 ，教
师受到“通报批评”的处分，会把情绪
迁移到工作中去 ，原先积极向上的工
作热情可能渐渐远去 ， 从此一蹶不
振，步入“只教书不育人”行列 。 再其
次是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影响 ，“通报
批评 ”是极重的处分 ，处分之后的职
称评聘 、工资晋级 、评优评模在三年
内就可能泡汤 ，同行看不起 ，学生看
不起，家长看不起，岂不是声誉扫地。
“通报批评”远不止三年的“有效期 ”，
在其心里烙下的“阴影”可能一生都挥
之不去， 可能导致教师对教育产生终
身的抵触， 毁掉一个本能够为教育做
一番贡献的人才。

如果只是为了给上级有个交代 ，
给学生家长有个交代，“通报批评 ”让
教师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实在是不
公平。 我认为对教师一定要慎用“通报
批评”，在强势的家长面前，执行“一边
倒”的决定，难免会让教师蒙受 “冤假
错案”。

网眼·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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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说起

□ 罗日荣

对教师请慎用“通报批评”
□ 陈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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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打破是成长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有时候，改革的繁荣并不代表改革的
真实面孔，繁荣的背后不只有繁荣，也可
能有虚热、肤浅和隐忧。 以这样的视角来
审视基础教育领域的新课改，可能会看见
不一样的课改现状。 十多年来，作为一种
国家意志，新课改主要是以自上而下的推
进方式切入的。 这种方式可以使课改的氛
围迅速形成，可以使课改的引领性成果迅
速得以确立，但未必能使实践领域的教师
们收获一种课改自觉。

自觉源于自主，自主源于自由。遗憾的
是，在实践领域，我们目睹过太多教师的不
自由、不自主，以及由此导致的学校领导和
教师之间的微妙关系。 因为工作原因，经常
会走进那些主动选择课改的学校， 从一线
教师那里常常能听到在学校领导那里听不
到的声音。 比如，领导的一厢情愿常常屏蔽
掉了一线教师的声音， 所以教师们总是习
惯于选择沉默，可是，我分明看到，有时候
沉默不都是顺从，沉默有时候意味着对抗；
比如， 因为课改让教师们牺牲掉了太多的
时间，付出了比原来更多的劳动，但是，他
们的生活很少被关注， 他们也很少有可以
表达自己主张和需求的机会。 于是，他们开
始用沉默表达不满，用敷衍表达对抗。 而作
为学校的外来者， 我更愿意借着记者的身
份为教师们争取自由。 每每以这样的方式
为教师们代言的时候， 总能赢得雷鸣般的
掌声。 其实，这掌声里不只有赞扬，还有对
校方的回击。

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机会的调
整和自由边界的不断扩大，让人们收获幸
福。 课改亦是如此，需要给教师自由，需要
给教师预留创造的空间，需要让他们去自
主选择，自由创造。 学校给予教师的自由
越多，诞生自教师的改革智慧就越多。 课
改更需要善待教师，善待教师就是善待课
改，课改需要相信教师，相信教师就是相
信未来。 当校长无限相信和善待教师的时
候，我想，教师同样会以这样的方式去相
信和善待学生。

与教师的不自由相对应的另一种怪
现象是， 一线教师对课改技术的过度追
求。 “我们不缺乏理念，请多给我们一些具
体的可操作的技术点拨。 ”这是经常听到
的一线教师的声音。 课改需要有技术的思
想和有思想的技术作支撑，但人的课改热
情和课改自觉没有被激发的时候，技术永
远只是技术，技术落实不了思想，也发展
不了思想。 真正重要的是使用技术的人，
当人是消极的，当改革中的人没有得到应
有关注的时候， 再好的技术都会显得乏
力。 只有把课改中的人放大了，课改才不
至于在技术的浪潮之中迷失方向。 所以请
不要过度执着于技术，技术在人心和共识
面前总是那么苍白。

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朱永新说：“任何
改革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生长的力量， 它就
缺乏真正的内在动力。 ”这句话击中了课改
的痛点。 课改仅靠自上而下的推动走不远，
重要的是，唤醒一线教师的课改的自觉。

有这样一个关于课改的生动隐喻。 鸡
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则是
生命。 课改亦是如此，作为践行课改理念
的教师，如果靠外力打破，可能是一种干
扰、一种压力，而从内部打破则意味着内
省和成长；如果教师总是等待别人从外打
破你，那你注定是别人思想的奴仆，是被
动的执行者， 如果你能让自己从内部打
破，你会发现，每一次打破都是一次重生。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的外力用得足够多
了， 而在激发内动力方面做得还远远不
够。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从内部打
破自己，唤醒课改的自觉，课改便自然会
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深度呼应。

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
破则是生命。课改亦是如此，作为践行课
改理念的教师，如果靠外力打破，可能是
一种干扰、一种压力，而从内部打破则意
味着成长。

独立观察（12）

局内人

不久前，在一个教育论坛参与了一次
关于教师素质问题的讨论，参与各方言辞
非常激烈。有位同行不愿意参与公开的讨
论，就和我私下交流。

他不能认同那些批评教师群体素质
太低的观点，并认为这些批评教师的人本
身素质就成问题。 这些“被老师教育出来
的人才，找不到发泄口，反过来口诛笔伐
老师的不是”，这是他们无能胆小的表现。
因为教育中的“很多的无奈不是我们中小
学老师能改变得了的”，这些人“不能或者
不敢从根源上去找问题，只能把矛头对准
老师这个最基层的执行者了”。

教师群体素质如何，这个问题完全可
以讨论。但将批评教师的行为看作是批评
者素质低下的表现，这个观点我首先不能
同意。 中国教育肯定有体制上的问题，这
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身为教育中人，

我们都是有理智的执行者，校园中的所有
教育教学行为， 都是我们身体力行而为
之， 我们自然应该承担一份自己的责任。
如果一听到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就委
屈得不行，一个劲儿地嚷嚷“为什么怪我，
为什么怪我”，这就有点太不成熟了。

同行坚持认为，作为普通教师，我们
在很多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 教育的事，
要从大环境上改变，教师需要的是政策舆
论的引导和实实在在的支持。那些批评教
师的人是“找不到症结所在，然后拿同样
无助的人来开刀”。

在教育圈中二十多年，我当然非常理
解这种无助无力感。 可是换个角度来看，
大家公认学生负担很重，那些作业毕竟不
是校长、主任亲自布置下去的，更不是教
育局长跑到教室里去布置的，而都是老师
自己要求学生完成的啊。 当然，肯定会有

许多老师觉得委屈：我们为什么要布置那
么多作业？ 还不是被逼的嘛！

是的，学校有绩效考核，这关系到老
师的工资奖金，关系到老师在学校中的地
位。可是我们当老师的把压力一股脑儿全
转嫁到了学生头上，那学生怎么办？ 我们
不敢质疑学校的规定，也不想牺牲自己的
利益，学生就成了牺牲品，那我们还怎么
对学生解释“正义”、“勇敢”、“理性”这些
词汇？

同行说， 他也曾有过改变现状的激
情，可是在经历了很多之后，在发现很无
奈很无力甚至很迷惘后，他选择了像鸵鸟
一样活着。人到中年的他现在只是努力做
好自己的事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自
己对教育的忠诚，同时期待教育会慢慢变
好。至于批评和质疑，“我相信自有茅老师
这样的英豪做我们的代言人”。

看到这位教育世家出身的同行这样
说，真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说几句实话就
能成英豪，那教育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踏
踏实实做好事情，这点我完全认同，可是
面对错误和丑陋，我们也不该闭上眼合上
嘴，不然我们会有愧于这份职业。 我们是
教师，不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 我们最重
要的工作并不是教给学生一点知识，而是
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保护学
生的创新精神， 鼓励学生的自信和勇敢。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说，不愿说，我们就
已经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教师都应该
发出自己的声音。 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
鼓励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 个人以为，这
就是当下最好的教育。

我要对同行说，我们都应该为自己代
言，无须借他人之口！

为自己代言
□ 茅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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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点

□ 韩金花

现在很多学生心理非常脆弱， 有点
风吹雨打，就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学生的
心理会如此脆弱？ 这与家庭教育有关，与
社会环境有关， 也与教师对学生的心理
关注少有关。

由于上级对教师的评价单一， 家长
对教育的极度重视，教师的压力很大，尤
其是只用考试成绩来评价教师时， 教师
就会把这种压力转移给学生。 这样一来，
成绩成了师生唯一的追求目标。

这样的价值观， 造成了教师在课堂
上把知识肢解成一个个知识点， 把这些
知识点堆砌起来， 灌输到学生的大脑中
去，很多知识没经过学生的理解、消化，
成了死知识，毫无生机可言。 教师有时甚
至直接把题目和答案发给学生， 让学生
背诵，以应付考试，扼杀学生的思维和灵
魂。 而且考试次数越来越频繁，学完一课

或者一小节就采取考试的方式， 美其名
曰“以考促学”。 然后进行排名，布告“天
下”，学生最后的自尊也“灰飞烟灭”。

尤其是后进生， 随着考试次数的增
多，成绩的不理想，加上教师的批评，慢
慢地丧失了学习的自信心， 自卑心理越
来越严重。 一个有自卑心理的孩子，在人
前人后抬不起头来， 他的心灵也必然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 教师只关注成绩，
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置之不理， 很少深入
学生的内心世界， 去思考学生背后的问
题。 学生内心的情绪越积越多，无法得到
合理宣泄， 逐渐产生了厌学、 辍学的念
头，过早地离开学校，成为家庭的痛，也
成为教育的痛。

所以作为一名教师， 必须对学生的
心理予以关注和滋养， 关注学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已成当务之急。 其实，每个学生

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 每个世界都是精
彩纷呈的，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多面性。
教师要把学生当作朋友来对待， 心平气
和地和学生交流， 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
世界，认真倾听学生的心声，用一颗爱心
融化学生冰冻的心。 这时学生才会打开
尘封已久的内心世界。 教师在与学生的
交流中， 应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帮助他们建设强大的精神世
界，让他们快乐学习，快乐生活，诗意栖
居，这才是第一位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远离职业倦怠， 才能体会到当教师的
幸福，体会到教育的真谛，我们的内心才
会丰富充盈。

教师应该是学生的 “心灵医师”，教
育应该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学生。 让我们
共同行动起来， 让每一个学生心中充满
阳光。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已成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