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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在升学的环境中如何求一席之地

》短评快

》一吐为快
□丁烨

前不久，国内唯一传统文化教
程人教版《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
中小学实验教材》在北京正式发行。
这是教育部“ 十一五”规划课题国
学教育专项研究课题组八年研究的
成果，课题组希望通过这套教材将
国学文化融入到中小学教育中，探
索中小学国学教育发展道路。值得
注意的是，该套教材不仅将《 论
语》、《 孙子》、《 道德经》 等经典文
献全文选入，还将京剧、茶文化等纳
入其中，且只学不考试。

（ 据《 羊城晚报》）
“ 复兴国学”历来有之，但近年

来伴随着一幕幕令人瞠目结舌的社
会道德荒诞剧，有愈演愈烈之象。从
来没有一个时期，“ 道德” 话题被如
此广泛地引发全社会探讨与争论。有

人将目前社会大环境的道德败坏，拜
金主义以及各种不堪归结于人心不
古，归结于是现代人信仰的缺失所
致。人教版的这一套教材将古代的经
典读物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初衷是
欲通过重新引入中华传统文化，让孩
子们从小树立起相当的社会责任感
与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此举想法
虽好，但笔者却悲观地看到这些精美
的书籍很可能被束之高阁的命运。

在中小学中引入国学教育其实
存在一个深刻的矛盾。国学课程倘若
不考试，那么估计在应试教育的体制
下，很少有学校会认真教学；如果要
考试，那么势必又加重了原本就疲惫
不堪的孩子的负担。此外，对于古代
经典读物的授课，贵在深入浅出，能
够让孩子通过浅显的语言明白大致
的意思，但是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

的自身素养要求极高，哪怕是高校中
文系的教师都不敢称自己能够让大
一新生通过几堂经典阅读课就对国
学产生兴趣，何况是日日被琐碎之事
牵绊住的小学语文老师？不考试的国
学课，听起来很美，但对太多有升学
率要求的学校而言，它不过是装饰门
面的华美绸缎，尤其对升学班而言，
它很有可能最终变成语文课、数学课
乃至英语课。

回到国学本身，它的传授有自身
的规律，其精髓绝非短短几十分钟的
课程所能传递。古来的国学大师，往
往在幼年是被私塾先生用戒尺打大
的，或者是通过囫囵吞枣般的刻苦阅
读最终得道。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学
的门槛太高，对幼童而言，启蒙阶段
只能靠死记硬背，因其认知无法达到
理解的程度。国人往往听到“ 死记硬

背”的事情便一巴掌打死，然而对于
经典读物，这是终身受益的唯一方
法。幼年背诵的熟烂文本，会在不断
巩固、不断成长的某一天、某一阶段
突然得“ 悟”，并形成自己的独立思
考与理解。很难想象，国学这门故纸
堆中的学问，到了被语数外充斥的现
代学校，还会有多少存在的空间。

国学教材如何不变成一堆废
纸，需要从根源上切断实用主义、功
利主义的泛滥。而在现行的教育体
制下，如何使用这套教材，如何评估
这套教材，都需要教育部门尽快拟
定相应的细则，而各地方教育部门
也需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推广这一
课程。对许多学校来说，当务之急并
非推行国学教育，而是如何让孩子
有时间、有兴趣进行主课之外的主
动深入阅读。

风雪中免费送饭
应成救急机制

□肖华
连续的降雪造成110国道封闭，

滞留在国道上的大货车司机收到了
一份意外的惊喜，大榆树镇为滞留在
国道上的司机送去了热乎乎的盒饭。
据大榆树镇负责人介绍，这两天他们
已为镇域内滞留在110国道上的司
机送了600份盒饭。

（ 据《 北京青年报》）
据负责送饭的工作人员说，他们

现在送饭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天冷路
滑，而是很多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
敢轻易打开车门。在这种情况下，他
们没有想到政府会送饭。

要让人们相信，最好的办法就应
该把这样的情况政府免费送饭纳入
应急机制，并加大宣传力度，从而让
每一个司机都知道。其实在风雪等恶
劣的自然天气中，遇到公路封闭的情
况，送饭纳入应急机制也很有必要。

一个受人信任的政府，遇到特殊
情况，应该是让很多人知道一定会做
些什么。只有这样，当人们处在困难
中才会减少不必要的担心和慌乱。

一盒饭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是
这样的盒饭，可以增加了人们的信
任，大大提高了政府形象。这样的效
果可能比政府平时花费几千万元的
效果要好。因为在困难中，给人哪怕
只是一点点的帮助，也会让人感激终
身。所以，在应急中，政府花些钱让人
们得到急需的帮助，还是很值得的。
既然如此，我们各地政府为什么不能
把风雪等自然恶劣天气中免费送饭
纳入高速公路应急机制呢?

□邓海建
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 中

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最近传出计
划集体“ 打包”申遗的消息引发各
方关注。有关文保专家指出，目前中
国计划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清单中
并没有十大名楼在内。有好多连文
保单位都不是，属于“ 假古董”。

（ 据《 北京晨报》）
十大名楼“ 打包”申遗，因为

“ 打包”二字，颇有点“ 组团忽悠”
的意味，加之专家言之凿凿，自然骂
声一片。骂的意思主要有两个：一是
这些申遗的后备军，在论资排辈上
确实“ 楼微言轻”，譬如滕王阁是
1985年依照梁思成所绘的《 重建滕
王阁计划草图》重建而成，南京的阅

江楼则是到2001年才建成开放，年
资浅薄。且不少名楼钢筋混凝土“ 出
身”，早已失去了原真性。

二是申遗成功之后的景区门票
涨价是不争的事实。譬如2008年7月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
门票价格上调幅度从40%至300%不
等。包括苏州园林、承德避暑山庄、
九寨沟、黄山、武当山在内的许多景
点门票价格，也都是在成为“ 世遗”
后大幅提高。看起来，不自量力的打
包申遗似乎有些“ 居心不良”。

这些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的样子。
不过，申遗成功还是失败是一回事，
有没有这个愿望和申请资格是另一
回事，总不能因为“ 希望渺茫”就连
着申请的权利也要剥夺了吧。

至于申遗是为了涨价，目前倒
也不该言之凿凿。公共监督的理性，
在于起码的理据感，说白了，就是靠
证据和逻辑说话，不能因为人家曾干
过强盗的工作，于是他生的孩子就有
了强盗的嫌疑———诛心论是要不得
的。真要解决中国景区门票上的症
结，在于风景资源的权属与听证程
序、在于地方部门的门票经济思维等
等。至于申遗或者不申遗，可能影响
的不过是涨价幅度，而涨价的实质，
是公益资源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原罪
申遗，不过是刻舟求剑而已。

真正有趣的是：一方面，早在
2005年，国务院就下发了《 关于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 充分
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着力解决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面临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根据
2002年修订后的《 文物保护法》，比
如说对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的，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
质证书，擅自从事文物修缮、迁移、重
建的，都是严重的破坏文物的行为，
但该法规定的最高罚款竟只是50万
元而已。文保上的分裂，远不在于一
两座时髦的古楼。明知不可为而为
之，对于申遗成风的中国景区来说，
这不是一件坏事。即便在国际上斯文
扫地，起码也能领会一些真义，不然，
还有更好的“ 清醒剂”吗？

不如就鼓励一下十大名楼踊跃
申遗吧，至于结果或者居心，自有历
史给之定论。

□王攀
5年前，浙江宁波杨先生一张没

有透支额的银行卡产生了5分钱欠
款，5年下来，超限费、滞纳金、利息
已经滚到了694.96元。另外，因为5
分钱的欠款，他被列入了央行不良
信用顾客名单，这使原本今年准备
购房的他，更多了一丝委屈。

（ 据《 宁波晚报》）
连银行自己都说不清楚这“ 5分

钱欠款”到底怎么来的情况下，仍让
客户如此烦恼、如此折腾，这说明什
么呢？这是银行的傲慢和霸道。不明
不白让客户欠5分钱，又不明不白在
5年后公然要客户还694.96元，遇到
如此霸道的银行，这是我们的悲哀；
更悲哀的是，我们的个人信用记录，
还都掌握在这些银行手里。它们“ 不
明不白”造成的信用记录，可以直接
对一个人的信用进行评价，假如给
一个“ 差评”，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受
到诸多影响。

杨先生的卡是贷记卡，不说贷
记卡没有透支功能，退一万步讲，
假如杨先生确实欠银行5分钱，也
假如银行用5年时间把这5分钱欠
款变成694.96元的规则存在，那么，
银行到底该从如杨先生所言“ 再穷
谁也不会欠银行5分钱” 的常识出
发，及时通知到杨先生呢———这是
单位办的工资卡，要通知到人并不
难 ， 还 是 坐 等 这 5 分 钱 欠 款 变 成
694.96元呢？从趋利角度来考虑，银
行应该想后者，而且事实上也是这

么做的；但银行毕竟又不是一个纯
粹的趋利者，它还有社会责任，它
还是全国人民的信用记录者———
这个身份要求它负担更多的社会
责任，尤其是像这些连银行自己都
说不明白的5分钱欠款，自己赚钱
却以客户巨大的信用不良记录为
代价，这是傲慢，更是霸道。

银行这种傲慢和霸道，其实是
非常不利于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
的。中国信用体系不完善，因此造成
的经济损失，有人说是6000亿元，有
人说是9000亿元。数据或许不准，但

它至少说明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对当
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是迫在眉
睫，意义不言而喻，而银行又是建设
信用体系的重要载体、重要力量之
一。可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需要银行更好的发挥作
用，另一方面银行傲慢和霸道的形
象又总不让人放心。像这种把不明
不白的5分钱欠款变成694.96元的做
法，受损的是银行形象；而由此产生
的个人信用不良记录，又进一步让
个人征信系统形象受损。

面对“ 5分钱欠款”，银行要立

刻纠正傲慢与霸道，一是以最快的
速度查清“ 5分钱欠款”的情况，而
不是面对客户的质疑躲躲闪闪，含
糊不清；二是在问题不明不白的情
况下，解除对当事人不良信用记录
的认定，以免给当事人造成影响；三
是审查5分钱欠款和近七百元利滚
利的银行规则，并及时调整；四是反
思工作方法和态度。尤其是需要说
明的是，为当事人提供最大的便利，
而不是在出了问题之后，把烦恼和
折腾一股脑地丢给当事人。唯有此，
才能消除不良影响。

请重视气象信息
的预警价值

□黄冠
华北地区上周末的寒潮和暴雪

在气象预警发布后如期到来。然而，
这场并非突如其来的气象变化，却使
一些游客和行人被困野外，甚至有人
失踪和死亡。在与自然灾害搏击中，
如何使预警信息发挥更大作用，减少
损失，值得深思。

有备方能无患。与今年“ 7·21”
特大自然灾害相比，北京在应对这次
寒潮和暴雪来临时少了忙乱，多了从
容。11月2日17时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全市提前供暖按期实现；4日凌晨发
布全市暴雪橙色及西部北部红色预
警，各职能部门迅速行动，掌握了抗
雪救灾主动权。

然而，在自然灾害面前，任何环
节的疏忽，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
失。两辆河北来北京旅游的大巴被困
水关长城，急救车被堵在路上，急救
人员冒雪步行10公里，被困者才终得
救治。5名游客从北京门头沟方向登
山到明长城一带游玩，因暴雪在怀来
县瑞云观乡横岭山一带被困。150余
人分3批蹚着齐腰深的积雪全力营
救，最终2人获救，有3人遇难。倘若这
些旅客能根据气象预警，改变一下行
程或者出门前多做一些准备，悲剧也
许不会发生。

在自然灾害面前，任何领域的麻
痹，都可能对抢险救灾形成障碍。吃
一堑，长一智，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更
应如此。如今，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日
益充分，但要使它充分发挥作用，就
需要全社会真正重视起来，做好灾害
防范，尽可能减少损失。据新华社电

鼓励下十大名楼申遗又如何？

银行“ 5分钱欠款”的不近人情

薛红伟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