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又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将近
!

点了!你却依然赖在被窝里不起来" 妈妈

问你#$点点!起来吧% &你却迅速地往被

窝里钻!连头都不露出一点" 看到此!我

心里面很不舒坦" 虽然冬天对于孩子来

说不是个好的季节! 但也不能一直赖在

被窝里面不起床啊' 你还没有上学!时间

对于你来说形同虚设! 晚点起来奶奶会

给你把饭再热热!或者另做" 虽然妈妈和

奶奶都一致说不想起来就算了! 起来图

受冷呢% 我坚决不同意!依然跳上床!把

你从暖烘烘的被窝里面拽出来! 不顾你

的哭号把棉衣给你穿上" 看着你硕大的

泪珠从圆圆的眼睛里不断涌出! 我心中

也难受!可我必须这样做"

穿好衣服的你!脸上依然挂着泪珠!

脸上却渐渐有了笑意! 嘴巴也不停地问

这问那! 甚至是些模糊不清只有你能懂

的话语" 看着你的样子!我暗自为自己能

坚持着把你叫起来感到欣慰"

孩子!其实你不知道!爸爸之所以坚

持让你早起!是想让你养成好的习惯" 爸

爸小时候上学时
"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去

上早自习!顶着的是凛冽的寒风!伴着的

只有尚处在黎明前的黑暗" 当时确实觉

得苦!可现在看来觉得收获颇大" 为什

么呢% 早上的时间多好啊!背课文(记公

式(读名言佳句!一个个早上积累下来!

不知有多少名言佳句被我记在脑子中

了) 况且!我还养成了早起的好习惯!现

在不管天多么冷! 我都会早早起床!利

用这段最清醒的时间去记些平时很难

记住的东西* 其实!爸爸凭借早先的积

累 !即使现在不甚努力 !应付学生学的

东西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是!那个习惯

促使我必须早些起来!必须去做些有意

义的事*

养成一种好的习惯!这就是爸爸最想

说给你的!你不知道有一种好的习惯会给

你的人生增添多少满足* 美国心理学家

威廉+詹姆士有这样一句名言#播下一种

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

获一种性格 ,播下一种性格 !收获一种

命运 * 世界上的每一位名人之所以成

功!无不与他们的好习惯有着莫大的关

系*

孩子! 我希望明天能看到你高高兴

兴地起床!你不会让爸爸失望吧%

!#

好习惯将让你终身受益

!

徐嘉青
亲子之间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 记者发现很

多拿着压岁钱的中小学生请客" 送礼

#$说话办事%一套一套&的!俨然%小

大人&!一些中学生表现出的那份%成

熟&令人惊讶' -据.新华每日电讯/

$

月
%

日报道0

从一个方面讲!%小大人& 现象是

孩子成长的表现!也是懂事的外现'但

从另一方面看! 其中一些过分成熟的

表现和行为! 超出了青少年的心理和

认知的成长发育规律! 不利于其健康

成长' 人们常说!不该成熟的早成熟!

只能是中看不中吃的青果'这种%小大

人&现象如果引导不当!不仅会使青少

年更加追求这种畸形的%大人&感觉!

而且对其中不科学" 不理性甚至不健

康的行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和向往!

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百害而无一

利'

如何引导%小大人&走出不科学"

不理性甚至不健康的%准大人&行为(

恐怕主要还是靠家长" 老师这些真正

的大人来进行'首先是正确对待%小大

人&现象' 家长"教师应对孩子的积极

行为予以充分肯定! 对不良行为进行

及时干预' 家长和教师可以与孩子一

道!利用探讨什么是大人"怎样才是一

个真正的大人等! 让孩子理解大人不

仅代表着成熟和%会来事&!更代表着

责任和自我社会角色的践行! 进而对

孩子身上表现出的懂事"礼貌"尊重"

责任感等予以积极的倡扬' 而对那些

畸形的世故和圆滑以及性质晦暗的

%准大人&行为!则要毫不客气地指出

其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和丑陋的本质!

让孩子惊醒"警觉从而拒绝'

其次是以身立形象! 用自己的言

行给孩子树立积极的" 正面的大人形

象' 青少年身上出现一些过分圆滑成

熟甚至是抽烟酗酒"送礼"使坏心眼等

行为! 其实很多都是从社会和大人身

上学到的'所以!要想真正去掉青少年

身上不良的%准大人&行为!身为家长"

教师的%真大人&!应该自觉约束和规

范自己的言行'

在科学对待" 积极干预这两方面

做好了!即便有%小大人&!也是表现积

极"对青少年成长有利的好现象!而不

是那种世俗" 庸俗" 低俗和不良的表

现'

!&

儿子
'

岁了!有一个账本(两个存钱

罐* 账本记得很详细!日期(收入(支出一

笔笔清晰明了,存钱罐一个装纸币(一个

装硬币*

儿子一开始对钱并没有什么概念!

某一天!看到自己的钱这么多!就有想数

清楚的念头* 在我的帮助下!发现自己已

经有了
&(

多元!这让他一下子对1钱&产

生了极大的兴趣* 此后
)

儿子就经常想着

如何让自己的钱增加到
*((

元 ! 他把

1

*((

元&当成了目标*小账本也是从那个

时候开始记录的!儿子不但对元(角(分

区分得清清楚楚! 还学会了列竖式进行

加减法运算*

为了让自己的资金不断增加!他问#

1妈妈!我怎样才能挣到钱呢% &1帮妈妈

干点家务活吧!奖励你点钱* &可是没干

几回 !孩子他爹就不愿意了 !非说让孩

子干点家务活是应该的!不应该让孩子

养成1唯钱干活&的毛病* 想想也对!我

就终止了这项奖励* 没了1财源&!儿子

又冲着我喊#1我怎样才能挣到钱啊% &

于是!我们又开始攒家里的废品* 但过

了一段时间!儿子嫌太慢* 后来他姥姥

资助了他几十元! 他才终于凑够了
*((

元*

该过年了! 儿子早已对压岁钱虎视

眈眈 #1我的压岁钱我作主 ! 不能再给

你们了* &我对儿子说#1你知道钱能生

钱吗 % &我给他罗列了几种 1生财 &方

案 !儿子嫌 #钱存银行 !利息太少 ,让他

爸帮他炒股票 ! 他害怕最后连本钱也

没了*

最后! 我又给儿子想出了个只赚不

赔的理财方案#让爸爸替他炒股!但要收

取
&(!

高额代理费* 儿子一听欢呼雀跃!

直喊1就这样!就这样* &

通过帮儿子理财 ! 儿子不仅对数

的概念更加清晰 ! 知道父母挣钱的不

易 !养成不乱花钱的好习惯 !还让他了

解了银行 ( 股票等知识 ! 可谓一举多

得 *

!&

我帮儿子理财

这样教子
!

崔宏培

最近!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的

一项调查显示! 七成孩子最信任的人

首选不是妈妈! 甚至有些孩子没把妈

妈列入
$

个最信任的人之列* 这一结

果无疑为天下的父母提了个醒! 是该

注意一下和孩子相处的方式了*

现在有不少父母迫于生存和竞争

的压力!不得不整日为工作奔忙!回到

家中也疏于和孩子交流*有的父母在家

中还一味地沉湎在电视机前或者电脑游

戏中! 对孩子的提问或者诸如一起游戏

玩耍之类的要求常常是不管不顾! 致使

本来应该是最亲密的母-父0子-女0关系

反而显得陌生起来* 我就听邻家一位小

朋友说!他最盼望的就是停电了!因为只

有停电!妈妈才会从电脑前走开陪自己

一起玩*

还有一些父母认为! 只要让孩子

享受到优裕的物质生活! 就能拥有一

个幸福的童年! 结果自己一门心思扑

在工作和生意上!给孩子买这买那!却

唯独忽视了和孩子的相处! 更不用说

陪孩子一起做亲子活动了*近日!广东

省一位小学生的作业就值得我们深

思!他在用1虽然23但是33&造句

时! 用童稚的心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1虽然妈妈很漂亮!很富有!但是不知

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孩子的

话流露出了一份无奈和渴望! 恐怕更

让为人父母者感到心酸和苦涩*也许!

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需要的不是一个很

漂亮很富有的妈妈! 而只是一个普通

妈妈的一份平常的关怀! 因为再优越

的条件! 再精美的玩具都无法替代父

母的教育与关爱*

另外! 还有一些做父母的不能及

时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

总是习惯于把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强

加给孩子*不是对孩子的过错动辄批评

责骂!就是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

子对比! 给孩子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

很少和孩子进行谈心式的心平气和的

交流!导致孩子对父母敬而远之*

有句话说得好! 许多事情都可以

重新来过! 但是童年过了是一定不会

再来的* 错过了教育孩子的最佳时机!

恐怕对孩子的一生都将造成难以弥补

的影响* 因此!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 !不管有怎样的理由 !都应该时

常反省自己教育子女的行为!注意及

时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 教育方式!

并且应经常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多

和孩子交流和沟通 ! 成为孩子的朋

友 !这样 !孩子的童年也许会少一份

缺憾*

!&

家长要成为
子女的朋友

!

介红玉

家教随笔

近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八中

学要求男生留平头"女生齐耳发!对留

长发者禁止入校!这引起了较大争议'

学校称此举是为了严肃校风校纪!而

许多学生认为该做法太%霸道&'

从法律的视角! 留什么发型是个

人私权范畴的事情!私法的基本原则

是%法无禁止则合法&!你的发型你当

然可以做主' 而从制度的视角!)中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对中学生这一特殊

群体的行为规范又作出了具体的规

定!你是学生!你就得遵守'

显然! 制度的外延逾越了法律的

规定! 因此被管理者往往对制度的合

法性提出质疑!用%合法权利&叫板制

度规定' 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

的!法律是一种%最底线&的行为规范!

%法不禁止&的事情充其量只能称之为

%自由&而非%权利&' 在法律禁止外的

自由仍然可能受到道德+制度"纪律等

行为规范的制约'

对于中学生来说! 正处于性格的

塑形期!用底线的法律来要求他们%不

违法&显然是不够的!还要用更高层次

的行为规范来对他们进行约束与教

育! 及时对他们的不良行为进行 %修

剪&!防止其性格%旁溢斜出&'

为了保证管理的权威与有效性!

法律为管理行为留足了 %权力空间&!

比如在行政诉讼上法院对内部管理行

为不予审查就可见一斑' 但是这种管

理行为能否%得寸而进尺&呢( 比如在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对中学生

头发的规定是%干净整齐!男生不留长

发"女生不烫发&,如果说%平头&与%不

留长发&还可以等量齐观的话!而%齐

耳发&与%不烫发&显然是两个概念'管

理的%绳索&如果无限拉紧!且不管法

律评价如何! 其管理的正当性就值得

怀疑了'

管理!并非是不服 %管教&就%修

理&你!如果学生并不违反日常行为规

范!而仅仅是没有%臣服&某些校领导

%拍脑门&制定出来的纪律的话!%禁止

入校& 的惩罚可能就已经踏入了法律

的%雷池&!因为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容

侵犯'

!&

我的发型为何
不让我做主

!

许朝军

引导!小大人"

要靠!真大人"

成才论坛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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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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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原因会影响
高校教育质量

从
*+++

年起!我国高校开始大规模

扩招*

,((-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

万

人!是
/++!

年招生
/(!

万人的
&

倍* 大

学生数量猛增!特别是近年来!大学生出

现了就业难! 使人们对高校的教育质量

产生了质疑* 甚至有人说!现在的本科生

不如过去的专科生( 硕士研究生不如本

科生*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副院长刘汉东教

授说#1首先!我们应看到!现在大学生多

了!关注高等教育的人也就多了!质量问

题自然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是一

件非常正常的事* &

另一位高校负责人坦言# 由于种种

原因! 我们一时还难以做到
/((

万学生

和
&((

万学生的质量都一样好* 那要经

过一定的努力! 包括基础教育要比较好

一点等! 但我们也不认为现在高校的质

量就如社会上说的那样差*

刘汉东说#1大学扩招后! 一些高校

会暂时出现相应的配套设施跟不上规模

扩张的需要!比如师资力量(实验设备(

图书资料等* 特别是师资!近几年!各高

校都在大量引进教师! 但新进青年教师

中的部分人学历虽达到了要求! 一时可

能还达不到讲授高质量课的要求* 因为

讲课也是一门艺术! 教师不仅应教给学

生知识! 还应让学生觉得听课是一种艺

术上的享受* &

1扩招之前!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不

到
&0

!现在达到了
,$0

!进入了国际公

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刘汉东说!1这其

中的差距是巨大的!按原来的招生规模!

很大一部分学生是进不了大学校门的*

也就是说! 学生的素质也会影响到高校

的教学质量* &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教务处处长丁天

彪教授认为#1高校的规模扩大后! 需要

买地盖校舍!添置教学设备(图书资料!

引进教师!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经费* 而办

学经费是令各高校较为头疼的事! 因为

往往经费远远满足不了规模扩大的需

要!这也会影响到高校的教育质量* &

1同时!社会大环境也在影响着高校

教育的质量* 比如说网络!现在!各级各

类学校周边都有大量的网吧! 这些网吧

害了不少大学生* 那些毕不了业的(拿不

到学位证书的!

!(!

都是因为沉溺网络*&

丁天彪说*

生源质量
也需要提高和改善

那么! 在校大学生又是如何看待高

校教育质量的呢%

1我觉得是生源质量下降了* &郑州

大学材料学院
,((.

级学生暴冈山说 !

1比如我们学校!不同学院(不同专业之

间的学生!差别就很大* 大三结束时!我

的综合测评成绩在我们专业
+&

个人中!

排名是
&,

位* 但把我的成绩拿到其他专

业!拿个二等(三等奖学金绝对没问题* &

郑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

级学

生张帅坤认为#1高校的质量有些下降是

肯定的!但这种现象很正常* 高等教育在

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转变的过程中!肯

定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师资跟不上学

生数量的发展! 这是一个必定要经过的

阶段!需要国家和学校去努力改善* &

暴冈山说#1现在大学生逃课现象很

普遍!但原因是多方面的!跟老师或多或

少总会有些关系! 大学教师应该用自己

的个人魅力来吸引学生* &

河南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

级学生张欣欣也认为 #1逃课既有学生

自身的原因!也有老师的原因* 可能学

生就是不喜欢这门课!或者觉得这门课

根本就没有用!还不如自己去图书馆收

获大* 另一方面就是老师上课的气氛不

好 * 因为不少老师学的都是以前的东

西! 对多媒体这样的讲课方式不熟练*

上课还是那种书本教学!难免会枯燥无

味* &

1另外!大学不能盲目扩招!国家最

好能对大学进行分类! 突出学校的办学

特色* 国家对大学的规模应该有个整体

规划!要注意根据市场需要!有目的有方

向地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数量不是最重

要的* &张欣欣说*

扩大规模应与
坚持质量并重

刘汉东认为! 扩招不是高校质量下

降的主要原因!恰恰是扩招!让大量的孩

子走进了大学校门* 关键是我们如何处

理规模和质量的关系! 这个关系处理好

了!教学质量肯定会有保证*

郑州轻工业学院院长剧硋文说#1高

校扩大招生规模! 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

的历史性跨越!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要!满足了人民群众

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充分体现了高等教

育在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中的社会价值*

其实!现在就我省来说!高等教育仍然存

在着不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 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

求( 不适应高等教育激烈的国际国内竞

争的问题* 我省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虽

然达到了
/'1(,0

! 但远远低于全国的水

平* &

1同时!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和新型工

业大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进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节约型

社会等! 还迫切需要高等教育提供强力

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所以从这一点

来说!今后!积极推进河南高等教育规模

的稳步增长! 甚至保持河南高等教育规

模有序适度超前发展! 仍然是极为必要

的* 但必须坚持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

重! 不能仅仅为扩大规模而丢弃质量这

一高校的生命线* &剧硋文说*

如何进一步
提高教育质量

剧硋文说#1从政府角度而言! 首要

的就是确保高等教育的有效投入! 解决

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同时!要

适当改革现行教育经费( 特别是专项经

费的分配方式! 使各个层次和类型的高

校!都能获得相应的办学经费保障!消除

高校发展中的资金之忧* 从社会角度讲!

要进一步拓展高等教育资源! 优化高等

教育投入结构!拓宽经费筹措渠道!引入

市场融资机制!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

就高校自身而言!要更新发展思路!创新

发展模式!调整发展措施!坚持走内涵提

高式的发展道路! 努力提升自身的办学

水平* &

刘汉东认为!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

质量!除了要加大投入!各高校还应避免

趋同化倾向!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1一些高校不考虑自身的基础和现

实条件!盲目向综合性大学看齐!求大求

全, 各种不同类型的高校都把目标定位

在学历教育或创建研究型大学上! 致使

学术型大学失去社会性( 职业型大学失

去职业性* 这种趋同化的追求!既不适应

河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

需求! 也不符合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应有

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 违背高等教育

发展的规律* 造成高校定位不明晰!特

色(优势不突出等现象* &剧硋文说*

刘汉东说#14教学质量5一词!并不

是现在才提!是自从有高校就提了* 不仅

在高校!小学(中学也有进一步提高质量

的问题* &

1这几年!为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

教学质量!国家也想了很多办法!教育部

也下发了很多相关的文件* 特别是去年

又提出了4质量工程5!目的就是动员各

地方和高校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切实把高等教育的重点放到提高质量上

来!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

丁天彪说*

1同时!我省各高校!也就如何进一

步提高教育质量下了很大力气! 在培训

教师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我们相信!

有党和国家的关注与支持! 有各高校的

努力 ! 高等教育的质量肯定会越来越

高* &刘汉东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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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

高校大规模扩招后!更多的学子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 但大学

生数量多了!人们对高校的教育质量也产生了质疑'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那么!高校负责人如何看待社会的质疑( 高校的教育质量如何

进一步提高(大学生们又是如何评价他们的学校和老师的(近日!我

们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郑州轻工业学院和郑州大学等高校进行

了采访'

孩子犯了错之后! 一些家长严厉

批评!甚至斥骂(拳脚相加* 这会让孩

子背负1恐惧心理&!影响孩子健康成

长*

这里我举一个刚发生在身边的例

子#

课外活动时间! 班里的两名学生

由争吵演变为1战争&* 学生
2

将学生

3

撞倒!

3

的头部撞在花池上遭遇1血

灾&!被送往医疗所包扎!并无大碍*小

孩因为贪玩而打架并不罕见! 但为避

免家长产生冲突!我通知了双方家长!

想说明原委* 谁料想!学生
2

的家长

到医疗所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大打出

手!脱鞋猛打孩子颈部*我立即阻止了

家长的行为!并劝说这样做有何不妥*

学生得到了临时的1保护&!但内心却

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他不愿意跟家长

回去!怕回去再挨揍*

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孩子并不

是有心这样做的!1出事& 并非他能预

测!为何要往1痛处&整%

哪有不犯错的人!何况孩子*法国

作家雨果曾说过#1尽可能少犯错误!

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

梦想* 尘世上的一切都是免不了错误

的* &回顾我们自己成长的道路!也无

不是在犯错误( 改正错误的过程中逐

步成熟的* 所以!孩子犯错时!关键是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正视错误!并改正*

事后我想!如果在学生
2

犯错之

后!家长能多一点耐心和宽容!给孩子

一个自省和补过的机会! 让他记住这

次教训! 就会发现这是孩子成长过程

中的1一笔财富&* 孩子们的想法并不

是我们大人时时都可以揣摩透的* 因

而当孩子犯错误时!需要我们的宽容!

然后是循循善诱的引导*一味地责备!

不假思索地发脾气和打骂! 只会伤害

孩子幼小的心灵*

!&

别让孩子
背负!恐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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