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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想 光 华 文 字 魅 力

在我的印象中，打我上中学那时起，中学作文的教学
方式似乎就没怎么变过，老师会总结出许多写作文的模
式让学生去模仿甚至背诵。我对中学作文的印象大概就
一直停留在这种“新八股”的状态上。直到我参加今年“北
大培文杯”决赛阅卷时，我才发觉这种印象略有误差。

我当时是看到了河南实验中学一个叫胡浩然的中学
生的参赛作品《蒋扈氏》，它让我大吃一惊。这是完全不同
于中学作文的一篇很成熟的文学作品。小说写的是孙子
蒋红涛和奶奶的故事，其间贯穿着蒋家难言的困苦历程。
小说完成度之高，令人肃然起敬，让人能嗅到文字间有小
说家师陀的味道。所以我在评语中写下了我的赞叹：“《蒋
扈氏》是这个年龄段少见的小说上品。让我们记住胡浩然
这个名字吧，他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好作家。”

这让我反过来思考，现在中学的作文教育肯定是有
问题的，孩子们不缺乏才华，但他们的才华为什么不能在
作文中体现出来呢？温儒敏教授说，主要问题一在于高考
这个“指挥棒”，二是老师的问题。老师现在都不读书，怎
么有能力教学生？有些老师的写作还不如学生。通常的教
学方法只用灌输知识点的方式，文言文只讲字词不讲文
以载道；美文讲授只重图解分析不重审美体验；作文课只
讲谋篇造句不讲启迪思想……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甚至让写作文成为学生的一种负担。

就像“北大培文杯”一等奖选手、新疆七十中的李蕤桐
所说：“文字，是作者对读者的告解，是心灵的自我救赎。”而
作文和写作的关系，就像“从脑袋上揪一根头发下来和剁一
根手指头一样，难以相提并论”。文字应该是真实地记录生
活，而不少高考作文的命题却往往让中学生一头雾水，写自
己完全不了解的事物，让中学生不知从何谈起。

“写你所知道的。”“给心灵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是创
意写作耳熟能详的话语。创意写作强调“创意第一性，写
作第二性”，首先强调言有物、言有意，其次才是遣词造
句、谋篇布局的功夫。这个写作的道理不能搞反了，没有

“说什么”的问题，哪会有“怎么说”？所以，我们强调让作
文回归事物，让想象回归现实，回到文学的起点上来，让
文学来叫醒作文。

写作能力的高低意味着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
多大，甚至也可以衡量一个人对文化的理解程度。因此，
写作不仅体现写作者基础知识的长度和宽度，更包含了
他认知世界和理解社会的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展现
他感受人生、想象未来和编织梦想的能力。这是一种写作
的美德。因此，最重要的是，让青少年亲近文学，懂得诉说
人生，不一定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作家，而是为了让
他们的心灵得到健康成长，进入一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
生活，有助于他们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一个幸福的人、
一个更好的自己。在这个程度上，正如曹文轩教授所言：

“让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爱上写作，这是对中国教育的特别
贡献。”

这种回归完全可以实现文学写作与中学作文的良性
对接，要用文学的石子激活作文这潭死水，作文教育不
能再装睡了，装睡的人也许偶尔会做梦，但是永远不能
看到现实。作文甚至语文的教育应该是最有温度的教
育，应该让孩子们在水里火里，在人生里，在社会里，学
会生活，学会理解，学会爱，而不仅仅是在作文纸上排
列字句。我们文学界应该和教育界一起担起这个责任，
因为孩子是我们民族的未来，我们应该对青年有一个
方向的引导，解放他们的想象力，提高他们认知世界的
能力，充分展现他们的才华，进而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
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青年。

(本文作者为《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

□施战军

不久前，商洛学院借
校庆要求在校学生捐款
一事在网上传得沸沸扬
扬。其实，把校庆搞成变
相摊派，在中国的大学并
不鲜见，摊派的对象一般
是已经毕业的校友，但对
在校学生变相收费的情
况并不普遍。对前者，社
会虽有反对声音，似乎尚
能容忍；对后者，舆论却
是一边倒地反对。究其原
因，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能
自主生活，怎能向他们索
取钱财呢？

我开始反思校庆是在
22年前，当时我正在大学
读书，适逢学校20周年校
庆，我班同学作为观众参
加了校庆典礼，至今记忆
十分深刻。学校是为矿区
培养师资的，学生毕业后
一般到偏僻落后、生活艰
苦的地方工作，被录取到
本校的学生，情绪大多比
较低落。新生入学后，学校
花了大量的精力对学生进
行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学
生爱国、爱校、爱矿区，树
立到艰苦地区工作的志
向，对此，我们也没有异
议，但校庆发生的一些事
却让我们感觉受了愚弄。
我们发现坐在主席台上的
基本都是官员，少数是捐
款较多的商人，没有一位
在一线工作的老师，其中
一位做县长的学长位列首
座，因为毕业生中数他官
最大、权最高。消息灵通人
士传出话来，坐在主席台
上的学长都有数额不等的
捐款，不捐或者捐款少的
学长，是没有资格坐主席
台的。我当时就感到很滑
稽，学校整天做思想工作
让我们安心到矿区工作，
校庆为什么不请在一线工
作的校友现身说法呢？这
难道不比单纯做思想工作
有效得多吗？

工作后，我又经历了
几次校庆，发现校庆的套
路几乎一样，先公开发布
消息宣传，号召校友回校
庆祝，然后对位高权重或
者家大业大的目标校友单
独发出邀请，同时请老教
师、班主任对他们大打感
情牌。所有受邀校友一般
都会收到捐资助学的请
求，虽说金额不限，但校友
们心知肚明，学校是要公
布捐款数额的，有的还要
张红榜宣传。校友中间也
有攀比，拿得少，面子上过
不去，还不能坐上主席台，

参加校庆不丢脸吗？让校
友捐资，总得有个理由，
设立奖助学金、改善学习
与办公环境是还能说得
过去的理由，有的就匪夷
所思了，比如建立纪念雕
塑、捐种爱心树、认领校
友林等，有的干脆许诺将
一座正在使用的教学楼
冠以捐款最多的校友名
字。约十年前，一所知名
大学搞校庆，主席台按捐
款数额排座次，一位校友
捐了三万元，挤不进主席
台，只能坐在台下做基本
观众，他感觉受了屈辱，干
脆不参加典礼，也不参加
聚餐。其实，对于参加校庆
的校友来说，伤了自尊的
岂在少数！

有人认为校庆传统源
于西方，从大学的发展历
史看，当然是正确的，如果
仅从庆典方面看，又是不
确切的。中国一直就有逢
五、逢十办庆典的传统，大
学遵从的就是这个中国传
统，与西方文化关联并不
大。庆典的目的无非就是
要回顾历史、彰显价值、塑
造形象……校庆也是这
样。从这个角度看，校庆当
然是需要的，核心问题在
于怎样办校庆、办什么样
的校庆。

校庆的主体应该是校
友与在校师生，要注重自
豪感与归属感的营构，而
不能成为宣传个别所谓
杰出校友的舞台。许多大
学搞校庆，相互攀比的是
嘉宾的行政级别与个人
资产，为此，甚至不惜邀
请一些并不是校友的人
来充门面。为了排定座
次，主办方大伤脑筋。校
方还为认定的杰出校友
搞专场报告会，而那些立
足专业、踏踏实实做好本
职工作的校友却被冷落。
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杰
出，只是名气不够大罢
了。这就给在校学生某种
强烈的暗示，不成为达
官、贵人、鸿儒，你就不杰
出，将来连回校参与校庆
的资格都没有。

大学要尊重传统，尊
重办学规律，而不是什么
跨越式发展与弯道超车。
中国大学的历史并不长，
但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
了许多治学、育人、办校
的理念，涌现了不少前辈
先贤，大学校庆应该深入
挖掘这些资源，开办校史
陈列馆，建造雕塑，以先

贤的名字和思想为校园
的楼宇、道路、桥梁、花园
命名。只有尊重传统，才能
杜绝急功近利的办学思
想。

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在
于历史积淀，在于社会反
馈。历史无法改变，社会反
馈却可以通过大学自身的
努力去影响。有些大学为
了提高办学年限，肆意篡
改建校历史，留下了许多
笑柄；有些大学使用虚假
的毕业生数据蒙骗大众；
有些大学对所谓的杰出校
友进行过度包装和宣传；
有些大学夸大美化学校的
社会贡献……完全抛弃了
大学的价值追求。

最后，校庆应该彰显
价值，价值往往浓缩在校
训中。比如北京师范大学
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
世范”，强调的是修身治
学、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
既注重个人修养，又强调
社会责任。清华大学以“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
训，强调的是砥砺前行、发
奋图强、博采众长、大度包
容的精神，仍然强调把自
身修为与襟怀抱负相统
一。这些理念与文化传承
及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
的，校庆的理念应该与上
述精神相一致，而不能背
离这些精神。

大学精神是什么？无
论是蔡元培所谓的研究高
深学问，还是孙中山所说
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
做大官”，立足的还是大学
的批判精神、创造精神与
社会抱负。大学是精神财
富的生产者，以培养全面
发展的人为己任，大学培
养的人应该具有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校
庆就是展示并弘扬这些思
想的重要舞台，是对学生
进行大学精神教育的理想
场所。但许多大学校庆，形
式上奢华高调、隆重热烈，
本质上要么官僚气十足，
要么铜臭味弥漫，成了俗
不可耐的赤裸裸的名利
场。这样的校庆，不要也
罢！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
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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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少年亲近文学，懂得诉说人生，不一定是要把他们培养成
未来的作家，而是为了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健康成长，进入一种幸福
而完整的教育生活，有助于他们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一个幸福的
人、一个更好的自己。

作文甚至语文的教育应该是最有温度的教育，应该让孩子们在
水里火里，在人生里，在社会里，学会生活，学会理解，学会爱，而不
仅仅是在作文纸上排列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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