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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羊城晚报"报道#前不久#香港大学在广州

举行招生面试#有
!""

多人参加了面试$ 面试结

束后#一位高考状元陈嘉琪说#在港大的面试中#

自己没有进入%二面&$

据悉#香港的大学以前也曾拒绝过内地%高考

状元&$此次再拒高考状元#让笔者不禁感慨良多$

港大面试有大量社会性试题#如迈克尔'杰克

逊(甲型
#$%$

流感(外来务工人员等) 这种试题

说明港大除了考察学生的知识养成外# 还注重考

察他们的思维水平(口头表达能力(社会敏感度(

社会思考能力以及服务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

能* 即使是状元学生#如果面试成绩不理想#同样

会被无情淘汰*

比照港大# 再看看我们内地的一些教育理

念#可以说差距颇大* 尽管%社会型和创造型人

才&的呼声很高#素质教育的提法深入人心#可落

实到教育现实#应试教育仍然大有市场#%分数崇

拜&仍然根深蒂固#%分数好才是真的好&仍然是

不少家长+老师(学校衡量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

不二准则$

这两天#高招录取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像每

年这个时候一样#%高考状元& 成为炙手可热的话

题$这些状元是%知识的成功者&#但他们是否具有

相应的创造力素养和社会情商, 炒作状元和崇拜

状元的人们#很少有人探究这些问题*

更有甚者# 某些重点大学竟然将录取高考状

元的多少当做教育影响力的重要标杆* 某名校在

山东招生组成员崔先生说出了%秘密武器&-一个

老师负责一个地级市# %当获取夺魁考生的情况

后#会电话联系考生#老师去家里拜访#了解考生意

愿* &去年#为争取状元报考#某名校招生老师除了

提供%一等奖学金&(%学费减免&#还委托当地区委

书记做%说客&*

过分放大状元效应# 过分将状元学生当做教

育成功的标杆#就会对教育文化形成无形的误导#

对%分数崇拜&和应试教育做法形成无声的支持和

纵容* 这些年# 尽管课改和素质教育搞得轰轰烈

烈#但效果总不尽如人意#与这种%无声的对抗&不

无关系*人们太强调%学术力&#而忽略了%实践力&

和%创造力&#以及对另类人才的宽容(赏识和制度

性提拔*

虽然目前国内的高校录取模式具有局限性#

但笔者相信#只要高校跳出%分数崇拜&的圈子#一

定会招到更多不是状元(但却具有良好综合素质(

创造潜能的学生*毕竟#不追随世俗(人云亦云#具

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价值取向# 才是大学精神的真

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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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的太阳刚露出脸! 家住

太行山区卫辉市狮豹头乡东沟村的

闫观新已早早起床!蹦蹦跳跳地跟在

奶奶左右!一起到玉米地里!拔草"间

苗#

小观新今年
""

岁!开朗 "活泼 "

贪玩! 在狮豹头塔岗小学上四年级$

自
!

月
"

日到
#

月
"

日!整整两个月

的暑假生活全部由她自己做主!小观

新甭提多高兴了$ 放假这几天!她像

一只快乐的小燕子! 整天飞来飞去$

这天!父母进城打工去了!玩了几天

的小观新主动跟着奶奶下地干活$ 小

观新很懂事! 尽管没人强迫她干活!

她却总是下地帮大人劳动!因而学会

了不少农活 !点种 %割草 "施肥她都

会$ 她有时还会和爷爷一块去卖冰

棍$

上午
#

点多!太阳光开始强烈起

来!小观新戴着自己编织的小草帽回

到了家中!在枝繁叶茂"浓阴遮日的

大槐树下做暑假作业$ 家里的大黄狗

黄黄安静地卧在小观新旁边!时而吐

吐舌头"摇摇尾巴$

吃过午饭 ! 大人们都去睡午觉

了!奶奶让她也睡一会儿$ 树林里知

了声声!水渠里水流淙淙!小观新惦

记着与小伙伴们约好的游戏!根本睡

不着$ 她叫了村里几个小伙伴!一起

到河沟里去打水仗$

观新虽是女孩子!但心细"胆大"

主意多!是个&孩子王'$ 她今天把小

伙伴们分成两队打水仗!两队擅长游

泳者为小队长!队员身体和衣服全湿

者为失败$ 会游泳的小观新担任她所

在队的小队长$ 水仗开始了!只见她

深吸了口气!一头扎进水里!像鱼儿

一样快速向对方游去! 待接近对方

时!立即站立在水中!朝对方拼命拍

打水面$ 水花溅起朵朵!打湿了衣服!

笑咧了小嘴$

下午
$

点多钟 ! 小伙伴们玩累

了%笑够了!小观新和女孩子们到小

河边拾河蚌! 男孩子们用自制的虾

笼%渔网搬虾%捕鱼$ 夕阳西下是小伙

伴们最撒欢的时候!在山坡的大片松

软草地上!观新和小朋友在上面翻跟

头!打马车轱辘!比赛谁打得最圆%翻

得最好$ 一下午!上山%爬坡%下河沟!

小观新与小伙伴一刻也没有消停$ 当

记者问她累不累时! 她兴致勃勃地

说(&俺们天天在这河沟% 山坡上玩!

一天不知要走几百遍! 从来不觉得

累# 俺最不怕的就是走路!啥难路%长

路!俺都敢走# '

月上柳梢头# 山风习习!凉意阵

阵! 小观新和几个小伙伴们在凉席

上也不老实! 叽叽喳喳地说着一天

的快乐时光# 他们也说起遥远的城

里! 羡慕城里的孩子比他们学的东

西多%见的东西多# 他们好奇!城里

孩子怎么过暑假) 夜深了!这一天的

美好回忆!伴着他们进入单纯甜美的

梦乡**

!%

! ! ! !

&喔喔喔**'

!

月
&'

日!早上
%

点半!花公鸡响亮的啼叫声把白兵从

梦乡里叫醒了$ 虽然暑假能多睡会儿

懒觉! 但白兵平日里已养成早睡早起

的习惯$他一个骨碌翻身跳下床!洗过

脸后!就到厨房里帮奶奶烧火做饭$

今年
""

岁的白兵在淅川县寺湾

镇下街小学读五年级!他家位于丹江

河畔的一个村庄里$ 因家里前年盖新

房欠了不少债!爸爸妈妈为还债到温

州打工挣钱了!留下白兵和他年逾六

旬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贫困艰苦的

生活!磨炼得这位小男子汉格外懂事

能干$

吃过早饭! 白兵和奶奶一起到桑

园里采摘桑叶$ 白兵的家乡寺湾镇是

&中原桑蚕第一镇'! 家家户户都有种

桑养蚕的习惯$ 夏日的太阳很厉害!还

不到
"'

点! 照在人身上就火辣辣地

疼!但想到这一茬蚕茧卖掉后!就能帮

父母还一笔债务! 白兵并没觉得苦和

累!心里充满了劳动的快乐$ 他顾不上

擦汗!双手并用麻利地采摘桑叶$ 将近

""

点钟!白兵和奶奶&满载而归'$

回到家里!白兵马上给蚕宝宝喂

桑叶 $ 他把桑叶均匀地撒入蚕匾 !

&沙"沙"沙'!蚕室内很快响起急雨般

的咀嚼声!蚕儿尽情地享受着它们的

&美味大餐'$

午休起床后! 白兵又给蚕儿喂了

一遍桑叶! 开始在院内葡萄架下做暑

假作业$

贫困的家境使白兵早早懂得了学

习的重要性$ 他知道!父母在外打工因

没有文化吃尽了苦头!所以他学习特别

用心刻苦! 每次考试成绩都在
#'

分以

上$ 他一直牢记着校门口的两行字(知

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

太阳西沉的时候!白兵写完了作

业$ 同学张才和曹楠来约他出去玩$

奶奶追出门外叮嘱(&千万别到河边

去!那儿危险$ '三个小伙伴就在村外

的草地上玩斗鸡!累了躺在草地上唱

歌! 唱 +妈妈的吻,"+让我们荡起双

桨,$ 白兵唱不好!老跑调儿!把大家

逗得肚子都笑疼了$ 惦记着妈妈可能

打电话!夜幕刚降临!白兵就回了家$

一进家门口 ! 奶奶见到他就嚷

道(&你妈打电话正找你呢$ '白兵接

过话筒!迫不及待地问道(&妈!你和

爸啥时候回来!我等着你们回来看我

发的奖状哩$ ' 电话另一端的妈妈抑

制不住感情!伤心地哭了!哽咽声使

白兵马上后悔自己说错了话$ &妈!你

和爸在那儿安心打工吧!我在家里好

好学习!帮俺爷爷奶奶干好活儿$ '白

兵像个大人似的在电话里安慰起了

妈妈$

"(

分钟后!电话挂断了!想到这

个暑假与爸妈见面的愿望不能实现

了!白兵的心里有一丝失落**

!%

! ! ! !

&崔源!起床了$ '

!

月
%

日凌晨
$

时许!在爸爸的催促声中!小崔源睁开

惺忪的睡眼!摸起衣服穿上!来到了院

子里$ 爸爸崔遂成站在三轮摩托车前!

车厢里装满了甜瓜! 上面搁了一条麻

袋$崔源爬上三轮车!坐在麻袋上$ &突

突突---'! 崔遂成发动了摩托车!向

&(

公里远的许昌市区驶去$

这已是崔源放暑假后第
!

次随

爸爸到许昌卖瓜了$ 家住许昌县椹涧

乡沙张村的他今年
"!

岁! 开学就要

升入八年级$ 崔源有一个
#

个月大的

弟弟!由于要照看弟弟!妈妈没法进

城卖瓜! 陪同爸爸卖瓜的担子就落在

了小崔源肩上$崔遂成说!他家种有
)'

多亩甜瓜!一次能摘
*''

多公斤!把瓜

拉到许昌!比在县城卖的价钱高$

早上
(

时多!崔源和爸爸来到了

许昌市区文化路!选择路边一片空地

安营扎寨$ 看看时间还早!父子俩轮

换着去附近一个早餐店吃饭$ 一碗胡

辣汤"一块油饼!虽然是城里人普通

的早点!不常能吃到的小崔源却吃得

津津有味$

街道上的行人逐渐多起来!散发

着香味的甜瓜引来了行人$ &瓜咋卖

哩) '&一块二一斤$ '&甜不甜呀) '

&甜!不甜不要钱$ '崔遂成热情地和

顾客应酬着! 在这样的应酬声中!他

们的甜瓜生意开张了$

小崔源左肩挎一个浅黄色的人造

革包!俨然一副小掌柜的姿态$ 见有顾

客过来!他就撑开一个塑料袋子!帮着

顾客挑选甜瓜$ 爸爸给顾客称好甜瓜!

把斤两报给他!他很快算出钱数!然后

熟练地收钱和找零钱! 卖瓜钱都装进

了那个黄包$ 小崔源说!包是妈妈的!

在这里成了他们的&钱包'$

崔遂成告诉记者!让孩子陪同卖

瓜!挣钱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想让

孩子掌握一定的生存技能$ 比如!有

的顾客来买甜瓜时!想尝一下甜瓜的

味道! 开始由崔源给顾客挑选了一

个!结果这个瓜不十分熟!味道不够

甜!失掉了一次买卖$ 之后!他就教崔

源怎么挑瓜!现在的小崔源已能熟练

地识别好瓜了$

&你出来卖瓜 ! 暑假作业怎么

办) '记者问崔源$ 崔源回答说!这段

时间家里忙! 就先跟着爸爸卖瓜!随

后的一个多月!再集中精力把暑假作

业写完$ 小家伙接着强调(&我卖瓜时

总要算账!这也是复习数学的一种方

法$ '笔者随即出题考试他(一块二一

斤瓜!四斤半瓜多少钱) 他沉吟片刻

说!五块四毛钱$ 听到儿子准确的回

答!崔遂成乐得合不拢嘴$

当记者一行人离开时!小崔源嘟

囔说(&我给你们服务了!你们也不给

我们服务服务) '这句话让记者感到

很意外!忙问缘由$ 他不慌不忙地说(

&我接受了你们这么长时间的采访!

算是给你们服务了!你们临走时也应

该买点甜瓜啊. '闻听此言!记者一行

人当了一次爽快的顾客!没有挑拣买

下了十几斤甜瓜$

看着满载而归的我们!小崔源稚

嫩的脸庞笑成了一朵花$

!%

!

孔之见

!

雷泓霈

农村娃的暑假一天

"你我身边的暑假故事!上"

策划 王俊本 张华君 任 鹏

责任编辑 屈 芳 秦兴利

! ! ! !

又是一年暑假至! 每年暑假"舆论关注的多是学校#禁补令$

是否得到真正落实"家长又强迫孩子上了多少培训班"陶冶情操%

增长见闻的夏令营不要变味为&攀比营$%&夏令游$'(一言以蔽

之"焦点是城市孩子和他们的暑期生活)其实"农村孩子的暑假同

样甚至需要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山水$假期有城里孩子想不到的

丰富多彩"他们的烦恼%忧愁值得倾听并给予帮助"他们的自立%

自强能给许多城里孩子及家长以启迪与反思((分一部分视线

给这群农村娃吧"他们和他们的暑假故事"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父子进城卖瓜记
!

大河报记者 杜文育 本报通讯员 石庆芬 陈亚飞

采访对象!崔源
关键词!瓜农子女

没有爸妈的暑假
!

本报通讯员 高帆 王娜

采访对象!白兵
关键词!留守儿童

!山水"间的快乐童年
!

本报记者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唐祝女

采访对象!闫观新
关键词!山里娃

港大再拒#状元$

的启示

! ! ! !

高考已经结束! 随着高考成绩的公布和高校

录取工作的开始"考生或升学或落榜已经成为不可

避免的现实!中榜者值得庆贺和欣喜"但与此同时"

对落榜学生却不能不给予关注! 此时"笔者不由想

起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封写给落榜生的&信$来!

这封信是一个收藏爱好者从南京朝天宫旧书

市场淘得的"发出于
!"#$

年
%

月
%

日! 这封油印

的 &致落榜生信$ 全文内容如下*&周福申同学*

&"#$

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分配工作已

基本结束) 由于你没有达到高等教育招考新生录

取标准"因此未能录取) 希望你继续努力"加强学

习和工作" 争取今后再行报考或通过其他学习方

式来提高自己) $信的落款为*华东地区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委员会"并盖有红色的印章)

就是这么一封发生在
#'

多年前的言语朴实

的 &信$" 一经公开立即在网络上很是风传了一阵

子" 相关内容还被多家报纸杂志转载刊登) 虽然

&信$始写于
('

多年前"篇幅也不长"但其中蕴涵的

内容直至今日读后仍让人觉得亲切和富有启迪意

义) 在信中"当时的招生管理机构用最简洁的话道

出了考生未被录取的原因"又用充满激励和富有引

导意义的话语"勉励落榜生要落榜不失志"继续努

力"加强学习和工作"&争取今后再行报考或通过其

他学习方式来提高自己$)信的背后"透露出的是对

落榜生浓浓的人性关怀和积极关注"更是一种无声

的鼓励与引导)

谁都知道"对于十年寒窗的考生而言"一朝的

落榜是难以面对的" 易使考生产生极度失望和沮

丧)所以"对于落榜生而言"他们更需要及时+必要

的心理引导和干预式的关注! 对此" 我们不妨从

('

多年前的写给落榜生的&信$中受到启发"采取

类似方式" 也给落榜的考生写上一封兼具爱与关

怀的&信$!

首先" 可以以学校%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名

义"给落榜的学生发出一封体现母校深情厚意的

&信$! 其次"家长可以以理解的心情"以爱的名

义"给自己落榜的孩子写上一封能达到交流和沟

通目的的&信$! 此外"教育%心理咨询机构等等可

以利用舆论媒介载体" 以开设心理咨询讲座%就

业和继续深造指导% 成材道路科学选择讲座%设

立心理咨询热线%强化职业教育等开辟青年学子

成材第二条道路的方式" 给落榜考生发出积极%

科学的 &信 $号 "让落榜者体会到社会的爱与关

心" 学会正确选择自己的成长方式和生活道路!

关键是"这封&信$不管由谁来写"由谁来表达和

引导"都必须以人性和关爱为前提! 只有如此"才

能真正引导落榜生直面暂时的失利" 走出人生低

谷"创造更加精彩的未来,

!&

能否也给落榜生
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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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廖文峰已经起床! 开始了她

每天的例行练功$

廖文峰是郑州市金燕小学的五年级

学生$

$

年前!父母带着她从信阳农村来

郑打工! 刚满
%

岁的小文峰已经展现出

了不错的艺术天分$虽然家境拮据%打工

收入不稳定! 但父母还是咬牙给女儿报

了个舞蹈班$ 学费总凑不齐! 小文峰的

&班'也就上得时断时续!去年停了整整

一年/今年攒钱又报上了!所以文峰特别

珍惜!练得很下劲儿$

&

点! 父亲廖家锐从外面买菜回家$

在郑州打工几年没有起色! 去年廖家锐

决定单干---在家做盒饭! 希望能借妻

子的厨艺在省会扎下根! 让全家过上更

好的生活$由于他们一直借住在亲戚位于

某小区的一套空置房内!旁边有几幢商务

楼!所以盒饭生意开张后!很快因好吃%便

宜%干净!赢得了一批熟客$ 每天早晨%下

午出去&采买' 是廖家锐的固定工作$

""

点前的廖文峰家!每个人都在各

自忙碌( 母亲趁着上午的间隙洗衣%拖

地!然后到厨房开始切肉%炸酥肉0这是

今天盒饭的主打荤菜1/父亲洗菜%择菜!

给母亲打下手/ 文峰在自己的小屋里复

习功课%写字!并按照学校&暑假读一本

优秀课外书'的要求!阅读她已看了一半

的+百年哈佛经典智慧故事全集,$

廖文峰是学校老师眼里的好学生!

也是为生计奔波的父母的骄傲$ 她的小

屋门口贴了一溜这几年她得的奖状$&都

是爸妈非要贴的$ '文峰说$ 每个去她家

的人!几乎一进家门就能看到这些奖状$

""

点到了!廖文峰收起了课本---

家里一天最忙的时候到了$ 几乎与此同

时!父亲的手机响了起来(是订餐的$ 廖

家锐热情地询问着对方的地址! 文峰则

麻利地帮妈妈将炒好的菜按
$

元%

#

元

的不同餐费标准分装进饭盒内! 再用塑

料袋一一套好$

之后的半个小时! 订餐电话不时响

起!有生客!更多的是回头客$ 母亲估摸

着炒的菜不够!又去厨房忙开了/父亲忙

着将一杯杯随盒饭赠送的蛋花汤用封口

机封口/文峰帮着接了个电话!跑进厨房

欣喜地告诉母亲(&是个
"'

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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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份盒饭准备停当!文峰

跑到客厅的桌子边! 在事先裁好的小纸

片上写下盒饭要送到的地址%餐费!再用

透明胶一一粘到饭盒上$ 父亲抱起装盒

饭的箱子匆匆下了楼$

订餐电话又响起来了!有的母亲接!

有的文峰接!中间封口机坏了!文峰蹲到

那儿鼓捣了一会儿!居然给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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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家锐赶回家!抱起新装好的

盒饭箱子!拿着女儿给的地址!又下了楼$

一家人
"

点多才吃上中午饭$ 吃饭

前父亲算了算今天的流水---一共卖出

去
)(

份盒饭!与往日的情况差不多$&平

均下来!一个月除吃饭能净赚一千一二!

比原来打工强多了$ '廖家锐说$ 他期望

能多攒点钱! 将来开个有门脸的小盒饭

店!以供女儿学她喜爱的艺术课$

文峰家的盒饭生意主要在中午!所

以在文峰看来! 下午的时光才更像是暑

假$ 她每天下午都坚持练一个多小时的

琴$琴是
"''

多块钱买的电子琴!去年一

位欣赏她艺术天分的音乐老师免费教了

她半年!今年文峰不好意思再&蹭课'!又

交不起学费!课只好停了$但聪明的她已

学会了认谱!现在每天练的钢琴曲+致爱

丽丝,!就是她靠认谱自学的$

晚上吃过晚饭后! 一家三口一起到

小区里散步$ 这是一天内全家人能真正

聚在一起的短暂闲暇时光! 也是文峰最

快乐的时刻$

回到家!父亲把下午买来的菜摊开!

文峰开始帮着择明天要用的菜%削土豆%

剥蒜瓣!间或瞄两眼电视$ 上次父母&歇

业一天'是端午节!全家人难得到人民公

园玩了一次$小文峰暗暗盼望着!这个暑

假结束前! 她能有再和父母痛快玩一天

的时候$

!%

!盒饭之家"

的小帮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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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廖文峰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

策划人语

本刊欢迎来稿和提供新闻线索

联系电话(

')#"*%$#+%)#&

传真(

')#"*%$#+%)'%

转社会

周刊部+成才与家教,版

+,-./01 2/.34.5####67/5.89:-

;<)!""6"=%89:-

廖文峰在帮家人装盒饭

崔源和爸爸一起卖瓜

留守儿童白兵在桑园里采摘桑叶 闫观新-右一.和伙伴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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