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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立场

据媒体报道， 在浙江大学结
束的 2013 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
认中，工科专业黯然失色：信息工
程专业不温不火， 老牌强势学科
生物医学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专业甚至出现名额大量剩余。 逃
离工科已经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
种趋势。 这是大学校园的一个怪
现象， 一类非常重要也非常强势
的专业却不受欢迎， 现在的大学
生是怎么了？

忽然想到了高中校园里的
一个怪现象，那就是现在的高中
生几乎都是偏离语文学科的。 他
们舍不得把时间用在学习语文
学科上 ，不肯阅读 ，或者只是浅
阅读，并不想读经典 。 他们害怕
作文， 一到写作文就叫苦连天 。
语文学科是一个基础学科 ，是兼
具工具性、 人文性的重要学科 。
然而 ，高中生却偏离语文 ，高中
生又怎么了？

一个是大学校园， 一个是高
中校园， 不同校园的怪现象背后
的原因却是一样的， 那就是功利
性太强。 大学生逃离工科，从报道
中看，主要是因为工科“不讨人喜
欢”，学起来“太苦太难 ”，毕业后
“发展空间相对狭窄”，“升职速度
慢”， 这实际上就是功利心作祟。
高中学生不想学习语文， 不想阅
读，不想写作，语文学科能过得去
就行了，他们所谓“过得去 ”就是
在高考时拿个基准分。 因为他们
普遍认为语文在高考中很难拿到
高分， 而其他学科则有可能拿高
分甚至满分。 这也是典型的“目的
性太强”。

遇到这种现象 ，往往有些人
会说是课堂没有趣味 ，直接归罪
于课堂和教师。 这种观点听上去
似乎有理。 但是课堂的趣味并不
是小孩子那种“自然”趣味 ，尤其
是高中、大学课堂是基于主动探
究的，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能产生
趣味的。 不去学习，不深入研究，
兴趣又怎么会凭空而来呢？ 学生
首先应该自律 ，促使自己主动学
习，然后才可能产生兴趣 。 那些
大科学家都是因为课堂有趣味
才成为科学家的吗 ？ 当然不是 。
当然 ，作为教师 ，应该努力提高
课堂的效率与活力。 但学生应该
主动探究，特别是要少一点功利
性想法。 功利性太强的话 ，就压
制了兴趣。

报道还称， 大学生逃离工科
已是全球化倾向，“敲响了全球性
的警钟”，这个问题当然严重了 。
但是， 高中生偏离语文学习就不
严重吗？ 我以为更严重。 因为语
文是我们的母语， 一个学生 “功
利” 到了母语都不想学或不重视
学，无异于背叛自己的母亲。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临安市
昌化中学）

不做学生的榜样
不少教师和家长高度相信榜样的力

量，还非常愿意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榜
样：希望学生好好读书，自己就卷不离手；
希望学生勤于思考， 自己就手不释卷；希
望学生热爱劳动，自己就带头拖地、擦窗
……或许，可以换个思路看问题。

希望孩子喜欢读书，家长就应在孩子
还小的时候抱着他，给他讲故事，念儿歌；
等他稍大一点，给他读绘本，读儿童诗；再
大一点，教他识字，送他童书……孩子从
小听着故事，读着书籍长大，他还会拒绝
阅读吗？ 何苦非要等孩子长大了，让他看
着父母或教师学阅读呢？

希望孩子勤于思考，这同样首先是家
长的任务。 为什么很多孩子懒于动脑，很
简单，他们缺乏自由。 如果孩子有足够的

自由支配时间和空间，有足够的言说和行
动自由，哪个孩子会不乐于思考呢？ 哪还
需要教师给学生做善于思考的榜样？

希望孩子明理，家长、教师在与孩子
交流时就不要以师长的身份压迫孩子。如
果家长和教师能认真倾听孩子的意见，充
分尊重孩子的合理选择，在不能满足孩子
愿望时习惯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话语与孩
子沟通，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
还会蛮横无理吗？

言传身教，不是让家长和教师在孩子
面前装模作样， 而是说成年人怎么样，孩
子就会怎么样。 教育，从本质上来说也是
一种交往。

身为教师，我们是启发和引领学生的
人。 我们不用给学生做榜样，我们就是榜

样。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自然会影响到学
生。 如果我们真的在意自己是学习的榜
样，那就做好自己。 对人热情，工作认真，
遇事冷静，乐善好施……这不是做给学生
看的，这就是我们自己。

可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需要我们表
演，需要我们演给学生、演给孩子们看。

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在深夜空旷的十
字街头，也难免会有闯红灯的冲动。 这时，
我们可以想象，说不定哪扇窗户后面，站着
一个失眠的孩子， 他正看着街头发呆呢。
于是，我们给这个不知是不是存在的孩子
做一回榜样，老老实实等着绿灯亮起。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我们难免生气，
甚至怒不可遏。 但是看到面前的学生，想
到自己是学生的榜样，于是克制自己的情

绪，至少不让坏情绪直接影响了面前的学
生。 或者，我们还可以说上一句：“冲动是
魔鬼！ ”

遭遇突发事件，恐惧骤生，惊慌失措。
身边的学生用颤抖的声音问：“老师，怎么
办？ ”我们应该尽快整理情绪，问问学生：
“大家都没事吧？ ”此时，学生需要一个沉
着冷静的榜样。

总之，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只要
展现本色，无须戴上面具。 只有在特殊情
况下，我们才需要为了给学生做出个样子
看。不过，这个时刻，到底是我们在给学生
做榜样， 还是学生拯救了我们的灵魂，这
又是一个问题。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职
业教育中心）

□ 茅卫东

近年来，关于教师“主业”与“副
业”的争论，似乎从未停止过，并且有
愈演愈烈之势。 当教师职业有了“主
业”与“副业”两副“面相”，教师该何
去何从？

什么是教师的“主业”与“副业”？
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探讨。

一是教师自身对教育生活的自
主安排， 即以工作时间为边界划分
主、副业。 此时，所谓的“主业”是指日
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是在课堂这个
“一亩三分地”的耕耘；所谓的“副业”
就是在业余时间办培训班、 辅导班，
开公司，做业务，等等。

翻开近年的新闻 ， 我们会读到
“学与商，界线在哪里”、“部分教师兼
职成主业， 教书退为副业”、“在职教
师做家教， 主业副业孰轻孰重”、“人
大代表呼吁加强对教师搞副业的监
管” ……这样的信息时刻告诫我们：
个别教师从事这样的“副业”，严重影
响了“主业”。 中小学教师擅自在工作
时间或业余时间以获取报酬为目的，
从事兼职工作，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对
此都是明令禁止的。

二是教师或 教 育 管 理 者 对 教
师职业发展的主观认识 ，即以工作
内容为边界划分主 、副业 。 此时 ，所
谓的 “主业 ”是指教师上课 、辅导 、
批改作业等常规性工作 ，或者是教
学成绩 、技能证书等 “实绩 ”；所谓
的 “副业 ”，则是指教育写作 、课题
研究 、外出学习等 “务虚 ”活动 。

毋庸置疑 ， 教师理应以教学为
“主业”，理应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教学工作，如果连最核心、最重要
的日常教学都做不好， 遑论写作、科
研。 同时，过分强调一切以教学为中
心、一切为分数让路的观点，则是窄
化教育，这将导致教师“眼里有分 ”，
却“目中无人”。

当下的教育界流行一句很时尚的
话———“教育要指向人的完整成长”。
然而， 教育只是将完整成长的权利与
使命赋予学生， 却很少关注教师该如
何完整成长。那么，对于教师的完整成
长来说，究竟有主、副业之分吗？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有一
个观点： 教师业绩就是学生的成长，
包括学业和其他方面的成长，教师的
公开课、论文、课题等都是属于学术
成绩。 教师在其他方面的努力，要以
能否促进自身的成长，并转化为教书
育人的能力和水平来考量。

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
校对教师发展标准的制定，从专业发
展的视域， 为教师制定了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师德观念等方面的发展指
标， 但对一个教师如何提高精神海
拔 ，如何培养人格 、性格 、品格的关
注却不够。 事实上，一个教师的精神
成长，远比专业发展重要。 教师取得
专业发展之前，必先提振精神 ，只有
精神海拔提高了，他的思想水平才会
高，人生格局才够大。

教师的完整成长 ，没有主 、副业
之分。 只有“精神面相”与“专业面相”
和谐统一，“秋水共长天一色”， 才能
让教师在追寻教育梦的路上走得更
远、飞得更高。 作为一个教师，如何让
职业“面相”更丰富？ 我想，一是要“两
懂”：懂学生，懂教育；二是善“两教”：
善教育，善教学；三是能“两研”：能教
研，能科研。 如此，才是一个立体、完
整、丰富的教师。

教师的“主业”
与“副业”

□ 夏祥程

有此一说

“好老师是什么”系列评论 9 □ 刘堂刚

好老师问心无愧
一谈老师， 我们总是冠之辛勤耕耘、

无私奉献、默默坚守、大爱无疆之词。 其
实，老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职责使
然；老师遵守职业道德，是人性使然；老师
有一颗坦诚的心，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学
生，无愧于教育事业。

好老师，做好三件事，就能问心无愧。
不辱师名。 既为人师，不做有损老师

形象和声誉的事，是底线要求。 好老师首
先要注重自己的仪表，举止端庄，着装整
洁，精神爽朗 ，心态乐观 ，这既是对学生
的引导示范， 也是其内在素质和个人修
养的反映，更是对职业的尊重。 其次，要
注意自己的言语，“慧于心而秀于言”。 好
老师言语温馨，触动人心，使学生深受感
染。 此之谓“言传”，强调言在传道中的重
要作用。 再其次，要遵守法纪法规，践行
师德规范。 好老师不能忘却一个公民的
准则，不能违反职业操守的要求，更不能
以身试法。 好老师自觉做到对做人、从教

的底线“不逾矩 ”，坚守信仰 ，矢志不渝 ，
做有良知的教师。

不误子弟。 好老师的责任是教好书、
育好人———一要教正确， 二要用心教，三
要让学生养成好习惯。随着学生探究能力
的提升、课外视野的拓展、网络信息的优
化，人们对老师知识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提
高。 老师得有“样样通”的本事，适应网络
化的信息平台， 适应新时代的思想观念，
了解学生及家长复杂的心理需求，还应有
广泛的兴趣爱好。教学是一个在长期努力
实践过程中才会看到效果的“良心活”。基
础教育阶段， 不需老师有多么高深的学
识，需要的是老师在“备、教、辅 、改 、考 、
研”等环节中精雕细琢，反复推敲，寻求教
育的最佳效果。 此外，教育的根本任务就
是教孩子做人， 做一个符合社会需求的
人。 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比孩子学
知识、学特长对他一生的作用更大，会让
孩子终身受益。 如果任由孩子形成懒惰、

任性、依赖、自私、骄横、无礼、做事不专心
等坏习惯，那教育将是失败的。

不伤心灵。 特级教师李镇西在《我的教
育失误》一文中指出：“对教育工作者来说，
很多失误是难以避免的，比如经验不足，工
作粗心，方法简单，褒贬失当；最不能原谅
的教育失误是对学生心灵的伤害……”我
们不能因学生的成绩、家境、品行、长相等
问题而排斥、歧视、侮辱、体罚、打击他们。
无论任何时候， 无论采用哪种教育方式，
我们都要经常反思并自问，我们是否对孩
子造成了伤害？ 否则，孩子的心灵受到创
伤，人性被扭曲，变得抑郁、自闭、狂躁、暴
力……那么即使将来有卓越的成就， 对他
人、对社会仍是一颗“隐形炸弹”。

牢记身份和职责， 善待每一颗心灵，
是我们教育的基本准则。问心无愧也是一
个好老师的底线吧。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紫金镇中
心学校）

逃离工科
与偏离语文

□ 何贤寿

天下时评

1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教育之怪现状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各地房价出

现环比下降态势，而一些地方的“学区
房”却成为“房坚强”，逆势上涨，甚至供
不应求，从炒房变成炒“期权”。 在北京，
有人花 135 万元买了个 4.4 平方米的房
子，根本不能住，只为给上学买个进门
证。即便如此，仍一“坑”难求。 （11 月 10
日《南方都市报》）

古有 “孟母三迁”， 今有 “一坑难
求”， 面对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高
期待，舍近求远的“一坑难求”能够从根
本上解决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问题吗？
有没有考虑过孩子们有可能会水土不
服呢？ 一“坑”难求的教育期待会将孩子
们带向何方？

学区房的崛起， 说到底是教育资源
配置不均衡的一种表现。而择校难，更是
加剧了这一问题。 把拥有教育资源的好
坏作为孩子拥有优质教育的一种表现，

这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事实上，决定
孩子未来道路的根本在于内因。 什么是
好教育？ 适合孩子的才是好教育。 “橘生
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本已经
适应了当地教育环境的孩子， 却要凭空
融入另一个圈子，强扭的瓜会甜吗？

当然， 尽量为孩子成长营造好环
境，是重视教育的体现。 目前情况下，均
衡教育资源，落实就近入学原则是对待
学区房问题的理性态度。 但是，这还存
在一些问题：一是就近入学很多时候还
停留在意见、通知、方案上，缺少切实可
行的具体措施。 二是择校现象依然没有
得到实质性控制，存在招生不规范的现
象。 三是就近入学的条件还不够完善，
就近没有好学校，或是学校留不住优秀
教师，校园设施简陋，教学质量不高。

针对以上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以下
五方面着力：一是尽快落实就近“有学

可上”，该撤并的撤并，该整顿的整顿，
该恢复的恢复，加大乡村学校的建设力
度，创设优良的教学环境。 二是给予乡
村学校更多实惠性政策，扩大乡村学校
的招生比率，选派最优秀的教师充实乡
村一线，并在晋职晋级方面给教师更多
优惠。 三是以质量留人，与市内名校结
成对口帮扶关系，共享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提升附近学校的教学质量水平。 四
是以特色留人，附近学校还可以根据当
地学生的实情开设相应的地方课程，让
孩子们在学好一些必要的课程以外，还
能拥有一技之长，努力让孩子们“有饭
吃”、“吃得饱”、“吃得好”。 五是继续完
善对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实行 “三限”
政策，即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严格
按学校的招生人数备置。

别让学区房如此疯狂！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杨花中学）

别让“学区房”如此疯狂
□ 周芳元

据 11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3 年前， 周浩从北京大学主动退学，转
学 到 一 所 许 多 人 根 本 不 知 道 的 技
校———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众人艳羡
的高材生到普通的技校学生，从北大生
命科学研究院的人才储备军到如今还
未就业的技术工人，周浩完成了让人无
法相信的身份转变。现在的他谈起当年
的决定，坚称自己现在“（不但）毫不后
悔，（而且）很庆幸”。

常言道，人各不同，人各有志。 我们
的许多国人都梦想着能够成为北大这
样顶级名校的学生，但现实中也的确有
少数人则对此很不感冒，而是喜欢上技
校 ,周浩就是这样的一个突出 “另类 ”。
我们之所以说他是“另类”，并不是因为
他性格与想法与别人有重大区别，而是
因为他喜欢“追随自己的心”。他喜欢捣
鼓机械，因此即便考上了北大，也不愿
意去拿到金灿灿的北大学位。 于是，在
经过许多努力之后，他如愿以偿，转学
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成为一名并不光
鲜的技校学生。

太多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完全可

以理解，因为众所周知北大之难考和北
大之光灿。 但周浩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特
别的年轻人。 这个特别，恐怕在全国也
难寻几个。 然而，这个世间总是有那么
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们喜欢追随自
己的心。 比如，安徽省霍山县副县长潘
家东最近主动辞职，重回医院当起了医
生；2013 年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刘丁宁
去年从香港大学退学， 放弃 72 万元全
额奖学金，重回高中复读一年。 这些看
上去匪夷所思的个案，让我们的世界充
满许多奇异。

许多国人不大喜欢追随自己的内
心，经常在内心之外的诱惑或压力下行
事。举例来说，孩子不喜欢上大学，而喜
欢做生意， 但家长偏偏要孩子刻苦读
书，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孩子不喜欢当
公务员，喜欢当中小学老师，但家长偏
偏要孩子报考公务员。 成年人更是如
此， 因为各方面的社会压力实在太大
了。 比如，我自己就不喜欢甚至讨厌做
官方课题，但学校的绩效工资与职称评
审等都要求有课题，为了生存，我不得
不要求自己必须向现实妥协，做课题。

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动物。 所谓
的自由意志， 就是自己自由地想做什
么的意志。 当然，这种自由意志并不是
想自由地伤天害理、违法乱纪、有伤风
化，而是在自由意志之下，我们能够追
随我们的心。 比如，周浩不愿意学习枯
燥乏味的学术理论， 而非常喜欢捣鼓
机械， 那么他就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驱
动之下 ，选择放弃北大 ，转学到技校 。
尽管来自父母和社会的压力可想而知
多么巨大， 但他不愿意活在别人的想
法之中，矢志追随自己的心。 因为在周
浩看来 ，做自己想做的事 、喜欢的事 ，
做真实的自己， 那才是人生最幸福快
乐的事。

北大前学生周浩自愿选择主动弃
读，转学到技校，追随自己的心，我们在
惊讶之余，应该尊重他的选择、敬佩他
的勇气。 事实上，这些选择本身并没有
超出“自由意志”的合理范围，是无可非
议的。 因此我们说，那些对“周浩”们、他
们父母和我们的教育的冷嘲热讽，不必
理会，就由它们去吧！

（作者单位系中国海洋大学）

尊重“周浩”们的选择
□ 胡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