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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凡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到了。媒体
又开始关注月饼质量问题、月饼包
装问题，以及节后月饼去向问题
等。然而在民间话语里，关于中秋
节的种种，并没有那么沉重。回不
回家，和家人去哪儿过节，这些才
是主要的议题。对啊，怎样让我们
因为节日而更快乐，这才是最重要
的。

几处笙歌邀月老，万家糕饼乐
中秋。天上是一轮圆月，桌上是圆
圆月饼，千家万户，团团圆圆。作
为我们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
秋象征着团圆和美好。因为拥有月
亮的浪漫诗意，这个节日富有唯美
的气氛和独特的气质。

虽然媒体分外关注月饼，但在
物质极大丰富的现在，月饼对于节

日来说，早就没有那么重要。月饼
不重要，团圆才重要。中秋节不是
月饼节，中秋节是团圆节。如果有
空，一定记得要好好陪陪家人。

“月圆人更圆”，一家团聚是节日的
初衷，阖家欢乐是节日的意义。

子女承欢膝下，是天下父母最
大的心愿。不浪费每一个中秋，让
父母不再感到孤单，就是最大的孝
顺。感悟家的温暖，体验爱的味
道，一家人吃吃饭说说话，让欢声
笑语充盈每一扇窗户，这种简单的
幸福，就是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

当然，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
或是路程太远，或是工作需要，很
多人中秋节依然没法儿和家人在一
起。虽然遗憾，但也无奈。好在，
无论你在天涯海角，均可共享这轮
圆月。所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团圆不仅是面对面的把酒

言欢，亦是皎洁月光下的天涯共此
时。不管相隔千山万水，借着同一
轮圆月，祝愿亲人平安长久。

有人说，如今的年轻人对传统
节日不够重视。意思是，年轻人对
传统节日没有认同感，相比过某些
洋节的嗨劲，过传统节日貌似太过
淡定了些。这可能是一种偏见或者
误解。并不是每个节日都适合朋友
聚会的彻夜狂欢，和家人在一起的
节日，本该少些喧闹多些温馨。

其实，传统节日的生命力无需
担忧。这根中国人情感的纽带，始
终都在。特别是，确定为法定节日
之后，人们对传统节日拥有更多的
敬意，对传统文化也拥有更多的自
信。哪怕不回家，哪怕不吃月饼，
哪怕不赏月，请相信，那种中秋情
结，始终都在。

还有人说，国人过中秋，应该

更有家国情怀。其实，在中秋情结
的灿烂底色里，家国情怀从来不
缺。只要我们理解，个体与国家，
从来不是相悖的存在。相反，千万
个家庭的梦想，汇聚起来就是这个
国家的梦想。我们都把自己的中秋
节过好了，传统节日就会越来越有
味，传统文化也会越来越复兴。正
如，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努力奋斗，就是在为这个国家的日
益强盛添砖加瓦。

给 传 统 节 日 一 份 单 纯 的 快
乐 ， 让 我 们 只 是 为 了 快 乐 而 过
节 ， 无 需 附 加 其 他 的 解 读 与 阐
释，少些为了质疑而质疑、为了
忧虑而忧虑。过中秋节没有任何
固定的模式或者必须的形式，快
乐就是目的本身。只要你自己感
到快乐，你的家人感到快乐，这
个中秋节就没有白过。

给传统节日一份单纯的快乐

木须虫

9月17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在公司官网贴出 2018 年度拟
接收毕业生情况公示，共 11 人，
其 中 前 10 位 分 别 来 自 北 大 、 清
华、人大，学历不是硕士就是博
士，只有第十一人是来自绍兴文理
学院的一位姓王的女生，学历为本
科。由此，王同学被认为“与众不
同”，引发大家关注，当然也不乏
质疑声，称是“萝卜招聘”（9 月
20日《钱江晚报》）。

“中投”这份录用名单，只有
本科学历且非名校毕业的王同学，
与多位名校的硕士、博士有不小的
落差，也正是这个落差，引发了

“萝卜招聘”的质疑。是不是“萝

卜招聘”，还待有关方面澄清，姑
且不论。而对此落差动辄质疑，似
乎低学历高攀了名企大公司，很明
显，这是“唯学历”心态作祟，甚
至是有意无意的学历歧视。

学历不代表能力，能力是综合
的、多方面的，学历只能证明学生接
受过教育的水平和基本的专业专
长，是用人的参考条件之一。招人用
人，关键还是因岗选需，找到满足岗
位职责的合适人才，能力不够的不
能胜任，能力“超配”的属于浪费人
才。比如，被质疑的王同学，所应聘
的是行政文秘岗位，招聘只要求大
专或者本科学历。“中投”相关人员
表示，该岗位流动性大，言下之意，
录用了高学历的人才，干不了多久
就走反而不利于工作的连续。

现实中，受到出身论根深蒂固
的影响，按学历识人、评价人才具
有强大的惯性，这与以成绩好坏论
英雄的“状元”、名校情结如出一
辙。但在社会多元、竞争越来越激
烈的今天，人才“是骡子是马”，
还得拉出来遛遛，接受市场的检
验。与人们的观念相比，市场是理
性的，企业对人才的判断，是能否
给发展注入能量、创造效益，而不
再只是认装饰门面的各种名头。近
些年来，一些知名企业宁招中专生
不用本科生就是例证。

与市场的理性不同，在教育层
面，学历与学位、名校与普校、学历
教育与职业教育，分层金字塔式的
教育观与人才观并未彻底松动。这
类错位的教育观、人才观，催生了名

校情结、教育焦虑，制造了低学历学
生莫名的挫败感以及高学历学生盲
目的优越感，加剧了社会的“唯学
历”心理而弱化了能力素质的培养。

不但教育要淡化“唯学历”的
价值导向，每位社会成员也有必要
淡化“唯学历”判断人才的观念。
看待招录事宜更应如此。一些大公
司不唯学历、不唯名校，因岗位需
要择能而用，给了非名校出身的毕
业生以机会，其实是幸事一件。如
果这样的大公司、大企业多了，非
名校与名校学生录用“同框”成为
寻常风景，让每个职业能因能力而
非学历而自信，毫无疑问，这更能
激发社会向上的力量，让更多人通
过努力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社会
的发展将更具活力。

看待招录还是少些“唯学历”心态

俞 洲

近日，贵州省安龙、兴仁县教
育考察组到慈溪进行教育考察。考
察期间，该市杨贤江中学等 12 所
学校与安龙、兴仁两地 24 所学校
分别签订有针对性的结对帮扶协
议。据悉，未来三年，宁波将对黔西
南州深入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工作，
通过名师支教、师资培训、学校结
对、资源共享等途径提升当地教育
公共服务水平，让更多的孩子享受
更好的教育。

常言说得好，“教育是明天的
希望”。由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宁
波结对帮扶相对薄弱的黔西南州，
不仅能够通过较少的资金投入促
进当地师生素养的全面提升，而且
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从“授人以
渔”、着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
个角度考量，做好“教育帮扶”这篇
文章无疑值得点赞。

教育帮扶需要真情真心。作
为教育帮扶的重要主体，参与结
对帮扶的学校和教师应增强社会
责任感，自觉向陶行知、晏阳初
等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的名家楷
模学习看齐，怀仁爱之心，立济
世之志，带着真心真情去进行教
育帮扶。只有心中有大义、肩上
担责任，才能真情投入、真心付
出，脚踏实地，尽最大的努力投

入教育帮扶工作。如果不着力提
升帮扶人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单纯靠行政命令简单地硬性摊
派，搞拉郎配，教育帮扶只会沦
为表面文章，步入形式主义怪
圈。一些结对学校和教师把帮扶
工作异化为“摆拍”的“秀场”，
搞“假动作”，摆“花架子”，蜻
蜓点水，不求实效，其根本原因
正在于缺乏教育帮扶的真情真心。

教育帮扶需要精准发力。帮
扶不是替代，更不应包办。从某
种意义上说，要补齐欠发达地区
乡村教育的短板，需要大量工作
要做和更多资源支持，不应企望
仅靠帮扶一方就能包办解决。相
关学校和教师在结对帮扶工作
中，应在实地调研、全面分析的
基础上，找准靶向，精准发力，
以务实态度和扎实努力助力受助
地区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

无论是过往经验传承还是现
行实践分析，想要推进薄弱学校
快速发展，最“短平快”也最有
实效的举措往往在于“软实力”。
因此，在教育帮扶过程中应精准
发力，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受
助方学校领导和教师团队的素养
提升上，通过外派支教和挂职培
训等方式，促进他们更新教育理
念，提升业务素质，切忌全面开
花、战线过长。

以真情真心做好
“教育帮扶”文章

施立平

19 日，市教育局向媒体公布
了 《宁波市小学语文 （数学） 一
年级上册教学进度表》，进一步明
确小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要求 （9
月20日《宁波日报》）。

小学零起点教学其实是正常
起点教学，既符合国家有关课程
设置方面的规定，又符合小学一
年级学生身心发展水平，是对教
育教学中水到渠成境界的追求，
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但当
下，有部分一年级新生在进小学
前已专门学了汉语拼音、汉字书
写和相当程度的加减运算等，给
小学实施零起点教学带来了极大
的困扰。

现实中，作为小学零起点教
学的对立面，超前教学受到部分
家长的推崇。这些家长在子女教
育上往往抱着“抓先机”的心
理，希望自己子女能“一步领
先、步步领先”。其实，超前教学
等同于超负教学，带来的学业负
担和心理负担往往会超过学生的
承受能力；与一些领域的超前教
学相伴而生的是另一些领域的滞
后教学，往往得不偿失；超前教
学实质上是一种“速成”教学，
极有可能造成教学上的“硬伤”，
如学生学得不正确不透彻、难有

灵动性、缺少悟性等；超前教学
还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教学，只顾
眼前“输”与“赢”，不管长远发
展。超前教学中，学生成了配角，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难以养成，其父母
大多“进化”为“狼爸”“虎妈”，并对
超前教学产生“路径依赖”，久而久
之，这些学生对学习的自信心也
会降低。超前教学不让学生“跳
一跳，就能摘到苹果”，不找准学
生的“最近发展区”，而是盲目向
前闯，极可能造成“一步错、步
步错”的后果。

教育教学是特别讲究学不躐
等、循序渐进的，我们总不能盼
着一棵树没发芽就长叶、没开花
能结果吧。总之，基础教育特别
是启蒙教育阶段，我们要“宽着
期限，紧着课程”，开展好零起点
教学。

市教育局要求，学校将小学
一年级第一学期语文数学教学计
划与教学进度安排告知家长，这
既是邀请广大家长参与监督，也
是希望家长能对零起点教学予以
理解和支持。“芭蕉心尽展新枝，
新卷新心暗已随”。小学零起点教
学是专业性更强、内容更充盈、
过程更精彩、师生互动更默契、
家校关系更和谐的教学，让我们
扔掉烦恼和焦虑，拥抱零起点教
学吧！

拥抱“零起点教学”
慈善骗术、保健品骗术、电

信诈骗术……有关方面提示，老
人遇到相关情况时应和家人事先
多商量，家人也应从多方面关心
老人需求。同时老年人要保持理
性，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
绝不透露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
等个人信息。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骗 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