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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论文答辩”

应注重内核
而非形式

坦白讲，身为家长，我们担忧
的不是别人家早慧的学霸，而是
教育的环境会不会异化？

此前，已有太多前车之鉴。横
空出世的“神童天才”，要么小小
年纪著作等身，要么研究内容高
深艰涩，让成年人望尘莫及，可掀
开华丽的袍子，不少是父母操刀
代劳的痕迹。

抛开部分网友对此事进行
“成功攻读小学学位”的调侃，社
会更应思索，何种标准才能让孩
子真正“毕业”？是在弄虚作假中
收获升学筹码，在揠苗助长中变
得急功近利，还是从小做起，扣好

“人生第一颗扣子”，从真实的生
活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强独立的
品性？答案其实不言自明。

诚如该校老师所说，希望借
此培养小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对
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这样
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未必要冠以

“小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会”的名
头。希望更多学校以此为鉴，设
计更多与孩子心智年龄、认知结
构相匹配的环节，更加注重内核
而非形式，以激发更多孩子的天
赋和潜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如歌

2020年以来，多地学校因要求
学生花钱买平板电脑被曝光，相关
责任人被处理。新华网曾评论，“教
育不是生意，学生不是羔羊”。如
今，又有一所学校被曝光。

7月4日，云南普洱一中学要求
买5800元平板定分班被通报。值得
注意的是，根据年初普洱日报发布
的消息，2021年普洱市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22110元，其中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664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682元。5800元一套的平板和服
务，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一笔不菲
的支出。

官方已责令学校取消分班

据中国政府网7月4日消息，云
南普洱市张先生通过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反映，思茅区第四
中学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划分智
慧班和传统班，智慧班的学生需要
花5800元购买平板电脑。

国办督查室收到相关留言后，
经初步核实，及时转有关地方政府
核查办理。云南省政府接到国办督
查室转办的问题线索后，立即组织
开展核查。

经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自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云南省普
洱市思茅区第四中学以是否购买
平板电脑为依据，将新入学的七年
级学生分为智慧班和普通班，要求
14个智慧班的719名学生按照5800
元/套标准购买平板电脑、配套设
备及资源服务。截至督查时，719名
学生已每人缴纳3400元（包括平板
电脑、配套设备及第一学年资源服
务费），收费总额为244.46万元。

上述行为违反教育部等五部
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
费管理的意见》（教财〔2020〕5号）
中“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
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和教
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
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
意见》（教技函〔2019〕55号）中“作
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
教育移动应用，不得向学生及家长

收取任何费用”的规定，加重了学
生家庭的负担。

普洱市有关部门已责令该校
立即停止违规收费行为，取消智慧
班与普通班分班，督促该校向719
名 学 生 退 还 了 全 部 违 规 收 费
244.46万元，并将平板电脑、配套
设备及教学资源收回供统一教学
使用。同时，思茅区教育局召开全
区教育系统专题会议，对第四中学
违规问题予以通报批评，举一反三
组织开展违规收费问题集中排查
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

近年来已通报多起案例

学校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
的案例已不是首次出现，此前在浙
江嘉兴、安徽蚌埠等地均出现类似
问题。

2020年，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
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
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第六督查组派
员赴浙江省嘉兴市进行明察暗访，
发现嘉兴市部分初中学校在推行教
育信息化“平板教学”过程中，存在
违规按“平板教学”分班、变相强制
购买平板电脑和捆绑销售的教辅软
件、校企合作不规范不透明、教育行
政部门监管缺位等问题。

202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督
查室公布了上述问题的整改情况。
督查发现，嘉兴市实验初级中学、
秀洲现代实验学校等多所初中学
校通过开展“平板教学”分班等方
式，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指定品牌的
平板电脑，捆绑搭售教辅软件，并
违规收取软件服务费。嘉兴市2.2
万余名初中生参加“平板教学”，以
人均支付费用5000元估算，花费超
过1亿元，其中平板电脑硬件花费
近7000万元。针对上述情况，嘉兴
市委、市政府对照问题逐项剖析整
改 ，共 清 退 平 板 电 脑 费 用 等
7134.53万元，实现了应退尽退。

2021年4月19日，中国政府网
站发布了一则蚌埠一中学要求学
生花5800元买平板的调查结果，也
曾引起网友关注。

综合中国政府网、新华网

记者5日从中国气象局新闻发
布会了解到，6月全国平均气温
21.3℃，较常年同期偏高0.9℃，为
1961年以来同期最高；河南、陕西、
甘肃、宁夏、山西、山东、江苏、安徽
等地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

据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方翔
介绍，6月13日至26日，我国华北中
南部、黄淮、江淮、江汉等地出现今
年首次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覆盖
国土面积达363.6万平方公里，影
响人口超过6亿。此次高温天气过
程覆盖面积广、持续时间长且具有
极端性，24日河南焦作最高气温达
43.3℃，25日河北灵寿达44.2℃。

方翔分析说，造成此次高温天
气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北方大部地
区处于强大的暖性高压系统控制，

盛行下沉气流，一方面造成下沉增
温，另一方面有利于出现晴空辐射
增温，加之大气干燥，白天地面受太
阳辐射影响，升温迅速。此环流形势
稳定维持，导致北方地区出现持续
性高温天气。此外，偏西气流在太行
山东麓下沉增温，对河北、河南等地
的极端高温天气也有重要作用。

未来一段时间，部分地区高温
天气将持续。5日至11日，新疆南疆
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陕
西关中平原、河北南部、河南等地
将出现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
至38℃，局地40℃左右，高温日数
一般有4至6天。8日起，四川盆地东
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将
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
一般有35℃至38℃。 据新华社

记者从5日举行的西安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7月2日0时至7月4日24
时，西安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
土确诊病例10例、无症状感染者8
例，感染的毒株均为奥密克戎变
异株BA.5.2分支。经专家研判，西
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7月6
日0时起，在全市实行7天临时性
管控措施。

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学东
介绍，为了尽可能让社会静下来，
减小社会流动性，快速找出潜在的
风险源，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自7
月6日0时起，全市KTV、网吧等公
众娱乐休闲场所，健身房、体育馆
等人员聚集经营性场所，室内景
点、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和

农村集贸市场暂停营业1周。监所、
福利院、养老机构等特殊场所封闭
管理。全市各餐饮单位暂停堂食1
周，严格落实扫码登记等制度，可
提供到店自取、网络或电话等外卖
订餐，实施“无接触式”配送服务。
严控人员聚集，1周内暂不举办大
型会议、各类线下培训，严控群体
性活动。实行“喜事缓办、丧事简
办、宴会不办”。

同时，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提
前放假，高校实行封闭管理，培训
机构暂停营业1周。全市所有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小区、公共场
所、交通工具、室外景点、餐饮单位
（外卖）、商超市场等场所要严格落
实扫码、测温、规范佩戴口罩、通风
消毒等措施。 据新华社

记者5日从公安部获悉，7月2
日、3日，公安部交管局组织开展
周末夜查全国统一行动，重拳打
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共查
处酒驾醉驾1.7万余起，其中醉驾
3000余起。

按照公安部关于开展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总体部署，公
安交管部门组织开展夏季酒驾醉

驾集中整治百日行动。夜查行动期
间，各地最大限度将警力和装备投
入路面，加强酒驾醉驾多发易发时
段、路段的警力部署，通过异地用
警、交叉检查、接力整治等方式，实
现城市道路、农村地区、高速公路
全覆盖，并同步查处超员载客、无
证驾驶、假牌套牌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消除安全隐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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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昆明北清实验学校举行的小学生
毕业论文答辩会被批过于“成人化”。据云南网此
前报道，论文举办时间是7月3日，该校是云南省
首家开展小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会的学校。论文答
辩内容包含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短视频对小
学生的影响、中国女子服饰变迁探讨、秦始皇的
功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有学生用全英
文方式表达。

据澎湃新闻视频报道，7月4日，该校一老
师解释称，开展此论文答辩会是他们去省外学
校参观学习时受到的启发。学校利用寒暑假的
时间，让孩子们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探究合
作。该校老师还表示，学生五年级时开始筹备，
仅六年级的学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但和其学
业成绩并不挂钩。重在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

“让六年级的孩子进行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
培养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善于解
决问题的能力，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家长是全程
包揽的。”

据悉，2021年6月，该校就曾举办首届小学生
毕业生论文答辩会，毕业论文题目包含“论日本
排放核废水”“外卖对环境的影响”等内容。对此，
有网友评论质疑此举的意义，也有网友表示支持

“可以推广，打破象牙塔的第一步。”
据九派新闻

小学组织毕业论文答辩，显然是借鉴了本
硕博的毕业论文答辩，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毕业
论文答辩，既没有要求学生必须写毕业论文、做
毕业设计，也没有答辩委员会进行答辩、审议。
这只是借用了毕业论文答辩这一形式，目的是
展示学生的综合素质，本质上和毕业汇演没什
么两样。

这种借用大学育人方式进行的“小学教学创
新”，需要引起警惕和反思。中小学要重视培养学
生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念，杜绝教育中的形式主
义，更不能把学生作业变为家长作业，把“学生论
文”变为“家长论文”。

有网友质疑小学生毕业答辩“太卷”，以及
怀疑就是家长做的，并非故意抬杠。小学阶段
让学生结合学科学习，搞一些小课题研究，开
展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习，这是值得肯定的。
学校也可组织活动，以班级方式或者小组方
式，让学生陈述小课题研究取得的成果，回答
老师和同学的提问。但是，把这称为小学毕业
论文答辩，则言过其实，而安排小学毕业论文
答辩更无必要。毕业论文答辩绝不是表演，搞
表演式的毕业论文答辩，会误导学生对毕业论
文的认识。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双减”，要求学校教育
提质增效，重视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今年4月，
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语文等16个
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于义务教育学校来说，
落实义务教育课程新方案和课程新标准，是提
高整体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教育创新必须尊
重学生成长规律，不能流于形式主义。

据北京青年报

小学有无必要借用大学的论文答辩模式？回
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回到这场毕业论文答辩本
身。学校回应称，答辩结果和毕业考等无关，这回
应了一个公众关切的重要问题，答辩也确实是项
目式学习的一种成果展示方式。孩子们从五年级
下学期开始筹备，约5到6人自由组合形成一个小
组，寻找感兴趣的话题一起合作、探究，指向的是
培养发现问题并独立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并不是
什么新事物，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试行）》，就明确了这一改革方向，各地
各校都以此为方向推动课堂转型，经过二十年的
实践，还在不断迭代。

区别在于，这场小学生答辩是真探究还是假
探究？从答辩题目来看，“短视频对小学生的影
响”“智能AI对居家生活利与弊”，以及去年的“小
学生使用手机在性别上自控力的差异研究”“篮
球鞋的价值”“外卖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主题
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就是小学生的身边事。

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小
学生，互联网时代，即便是小学生，其掌握的知识
以及他们检索、获取信息的能力，都不可同日而
语。这些话题，的确是他们所能展开“研究”的课
题。而且，学校也表示“不是要学生最后形成一个
深度的研究成果，而是注重孩子在小组合作过程
中探究能力的培养，以及口才的训练”。

一场小学校园的毕业答辩，成为一个热点事
件，足见公众对教育的关注和关切。对于一所小
学来说，也必定承受不小的舆论压力。从另外一
个角度来说，学校是一个独立的场域，教学、课
程，更是专业的事情，在教学如何开展、课程如何
设计等方面，是不是应该给予学校、给教师更多
自主探索的空间？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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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论文答辩
被批“成人化”

校方：不和成绩挂钩，没有家长全程包揽

读过大学的人都经历过毕业论文答辩的“噩
梦”，但没想到现在教育已经“卷”到如此程度，小
学生都有毕业论文答辩了。

对于小学生来说，这些答辩内容的确都有些
“超纲”，但从网传视频看，参加答辩的学生，几乎
都是脱稿。不得不佩服现在的一些小孩不仅有超
常的记忆力，而且还有惊人的表现力。

不过，说到孩子成人化，容笔者直言，“超纲”
的论文答辩不过只是展露“孩子成人化”的“冰山
一角”。还记得武汉“五道杠中队长”黄艺博否？虽
然当时的黄艺博只有十二三岁，但是黄艺博成熟
的面容和历经沧桑的眼神，以及言谈举止，哪一
点不像一个成人？甚至有人觉得他的气质如同

“大领导”一样。不仅如此，他还有渊博的知识，5
岁就读完了《资治通鉴》。

如果说黄艺博是个特例，那么看看我们周围
一些父母为子女购买的书籍，突破孩子阅读理解
能力的书籍堆放在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恨不得孩
子从小学一下子就跳到大学毕业。还有，在言谈
举止、为人处世上，也希望孩子能“高人一筹”。

这种家教观念和家教办法，所追求的效果无
非就是把孩子“速成”为“小大人”。孩子能遵循大
人的腔调说话，长辈就夸其“懂事”，孩子如按照
其本性蹦跳，长辈就斥之“不乖”。乖的标准似乎
就是低眉顺眼，诺诺其言，木木其行。

一些为人父母者不知拔苗助长的危害可以
理解，但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也采取成人化的教
育方式对待孩子，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甚至可
以说是在害孩子。因为道理很简单，大人不是扩
大化的孩子，孩子也不是袖珍化的大人。无论是
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应该循序渐进，遵循
孩子的发展规律。 据东方网·东方快评

成人化的教育方式
是在害孩子

教育创新
不能流于形式主义

对于小学组织毕业论文答辩，有网友和媒体
给出的评价是：形式主义在校园也泛滥了。有人
认为，论文答辩是大学的事情，小学搞论文答辩
是“邯郸学步”；还有人认为，是学校为了创新而
创新，只不过是想哗众取宠博得主管部门好感。

表面上看这些质疑都有道理，而实际上只是
从个人角度揣测，却丢失了对教育创新该有的包
容。既然是创新，需要走的路就是“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这个过程中应该包容教育创新的尝试，而
不是一棍子打死。尝试好了可以继续搞下去，尝
试不好大不了今后不搞就是。

而且还需要看到的是，这场小学论文答辩像
模像样：从网传视频看，参加答辩的学生都是脱
稿演讲和辩论的。当然，也有人质疑：这是学生自
己写的吗？这是他们自己的认知吗？是不是父母
给写的？只能说，这种猜测只是猜测，并没有真凭
实据。

更为关键的是，不要小看了孩子们的智商。
如今的小学生也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思想，他们对
一些事物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还有一个问
题是，即便孩子的此类内容答辩是幼稚的，是懵
懂的，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我们需要培养
善于思考、乐于思考、喜欢思考的孩子。关注社
会、观察社会、思考社会，也是孩子该有的情怀。

据潇湘晨报

教育创新的尝试
不该一棍子打死

是不是该给学校
更多自主探索的空间？

学校是一个独立
的场域，教学、课程，更
是专业的事情，在教学
如何开展、课程如何设
计等方面，是不是应该
给予学校、给教师更多
自主探索的空间？一些为人父

母者不知拔苗助
长的危害可以理
解，但作为教书育
人的老师也采取
成人化的教育方
式对待孩子，无论
如何都说不过去。
甚至可以说是在
害孩子。

正 方

太多心了

据该校
老师介绍，
学生五年级
时 开 始 筹
备，仅六年
级的学生参
加毕业论文
答辩，但和
其学业成绩
并不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