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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最近，一位网友回顾了被
妈妈篡改高考志愿的经历，随
后，“被父母篡改高考志愿该
原谅吗”就冲上了微博热搜
榜。十年过去了，发帖网友依
然耿耿于怀，回头看妈妈当年
“更长远、更正确”的选择，
现在也没有“幡然醒悟”。家
长篡改孩子高考志愿是否具有
普遍性要打个问号，但要看
到，话题热度背后是网友对选
择权的期待——家长和孩子意
见冲突时，由谁来做决定？对
此，您怎么看？

■嘉宾发言

叶松茂：一年一度的全国统一高
考，是对已经完成高中学业或具有同等
学历的考生的一次公开考试，是高等学
校按考生学习能力进行的一次选拔，也
是一种相对公平、公正的人才培养模
式，高校录取主要由考生的高考成绩和
所填报的志愿决定。

沈春儿：讨论篡改志愿的话题之
前，我先要说说最近发生在我和女儿之
间的一次小小冲突。“三八”妇女节，
女儿单位给每位女员工准备了一个小蛋
糕。等她忙完去领蛋糕的时候（蛋糕统
一放在一个房间，需要自己去取，无人
监督查对），蛋糕已经没有了。傍晚，
她和我聊起这个话题，抱怨单位同事素
质太低，我则劝说，肯定是有人误拿了
蛋糕，不会有人贪这个小便宜的。谁知
道她很委屈，说“妈妈不劝慰我，还像
过去一样教育我”。我惊讶地说“我这
些话就是劝慰呀”。她认为，妈妈的劝
慰应该站在她的角度，像这次，应该帮
着她一起谴责贪图便宜的同事，那她心
里就舒服了。我无法认同她的观点，她
十分反感我自认为正能量的教育，对她
而言，她的抱怨就是为了发泄情绪，并
没有真的认为同事多么不堪，我的宽慰
反而加深了她内心的不快。也许，这就
是代沟吧。

龚厉：篡改高考志愿，不管家长的
初衷是什么，这样的行为会在孩子心中
留下抹不去的伤痕，加剧双方的不信任
感，伤害亲子关系。对家庭教育来说，
这不是可取的方式。平心而论，每一位
父母都希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而
相对社会阅历不足的孩子来说，家长给
出的意见和建议肯定有可取之处。只是
没有开诚布公的交流、没有耐心细致的
说明，再“正确”的意见和作为也很难
被孩子接受。碰到意见冲突时，双方应
该增加沟通交流，跟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聊聊，充分了解大学专业相关情况，了
解孩子的特长和兴趣，让孩子做出自己
的选择，并且明白做出选择后将承担的
结果。

叶松茂：高考就是一场选拔赛，自
然有人金榜题名，有人名落孙山，况且
填报志愿实际上也是考生与高校之间的
一种“双向选择”，一方面考生通过填
报志愿，表达自己的愿望，即向往何种
院校、喜欢什么专业等；另一方面，高
校又以考生填报的志愿和高考成绩为其
录取的依据。

沈春儿：同样的，填报志愿的时
候，父母与孩子的观点肯定也会出现各
种各样的冲突。当出现冲突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的时候，有的父母就采取了“篡
改志愿”的极端手段。从父母的角度来
讲，这是为了孩子“更长远、更正确”
的选择，但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那种
权利被剥夺、自尊心被践踏、人生的未

来被完全修改的愤怒与无奈，可能一辈
子都不能忘记、不想原谅。

龚厉：这个行为会影响孩子独立人
格的形成。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孩子
已经成年了，他已经具备一定的思想和
责任心，能根据现有事实作出判断。对
于一个人来说，人生大事可能就那么几
件，高考、就业、结婚、生子等，在这
些关口，能够自主做出选择，是拥有独
立、健全人格的关键一步。家长不支持
孩子自主选择，对孩子完整人格的形成
也是不利的。高考志愿要去篡改，那就
业方向、结婚对象、生育意愿呢？是不
是也都要参与其中，并要求孩子按照家
长的意愿去做，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负担
吧。

叶松茂：一个人的志趣、理想是激
发其奋发努力的动力，也是事业成功不
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考生填报志愿不仅
关系到能否被高校录取，更为重要的是
考生选择的专业、学校，关系他 （她）
未来的职业规划路径和发展状态。许多
家长总是认为孩子还小，涉世未深，而
自己是过来人，经验丰富，当仁不让地
充当高考志愿填报者，有的是为了弥补
自己当年的遗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
孩子的意志之上，有的甚至违背孩子的
意向做出“更长远、更正确”的选择。
我认为这种越俎代庖的帮助，有百害而
无一利。参加高考的考生大多已成年，
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在逐步形成，
对社会已有一定的认识，对自己想要上
什么样的学校、学哪一类专业，拿捏得
更为准确。同时，志愿填报的目的是上
大学读书，读书的人是考生而不是家
长，如果考生本人不认可学校，或者对
专业根本没有兴趣，是读不好书、做不
好学问的，最多是拿一张毕业证书而
已。

沈春儿：前些日子看了一篇文章，
大意是孩子只是借用父母的身体来到这
个世界。父母有义务照顾他们的身心成
长，培养他们的行为习惯，他们的思
想、人生走向，却不该由父母决定。每
一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哪怕你
是他们的父母，也不能够横加干涉。看
完这篇文章，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似乎
已经没有讨论的意义了。但，中国的教
育观念里又有着非常霸道的传统，譬如

“棍棒底下出孝子”。当我们无法说服孩
子的时候，就会摆出家长的权威，就会
以“我们都是为你好”等理由，去干预
孩子的生活。反思我家孩子的教育，她
曾经说起过这么一件事：初中时，因为
被迫穿上了一件不想穿的衣服，她至今
耿耿于怀。当家长以为孩子还小，啥都
需要我们把控的时候，也许很多事情
上，我们已经干预过头了。小事尚且如
此，更何况是事关一辈子的填报高考志
愿呢？

龚厉：这个行为很难被消化。被父
母篡改志愿，孩子的人生是不是能够变

得更好呢？由结果去推论，一些被篡改志
愿的孩子可能有了更好的发展，也有可能
就此误入歧途，谁都觉得是在为自己、为
这个家庭做最正确的选择，但是谁也无法
保证结果会跟自己预想的一样。人有的时
候很奇怪，自己犯了错误，容易原谅自
己；如果是别人引导你犯了错误，你可能
久久无法原谅对方。更何况，很多时候，
这个设想永远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今后
的人生稍有不如意，孩子就会把一切不顺
归结到无法主宰专业选择上，永远无法释
怀，对家长和孩子而言，这将是困扰一生
的折磨。

叶松茂：所以，在填报志愿这件关乎
孩子理想与前途的事情上，一定要分清主
次，父母要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正
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以考生为主，家
长积极做好参谋，帮助其明确自己的志
向，考虑自己的爱好、特长和社会需要，
合理选择人生目标，起好辅助作用，但切
记不可包办代替，避免给孩子带来一生的
悔恨和抱怨。比如，可以与考生一起分析
高考成绩，陪同孩子参观学校，考察他们
的专业设置，了解近几年的录取信息，提
出适合考生发展的方向；其次，请教专业
老师，了解当年高考情况，所填志愿录取
的可能性，做到有的放矢，因为专业老师
会更关注近几年的专业发展情况和录取概
率；最后，还是要综合孩子的学习水平、
身体条件和家庭经济状况，相信孩子的能
力和兴趣，大胆放手，在意见冲突时尊重
孩子的决定。

沈春儿：哪怕孩子选择了错误的志
愿，长大了后悔，那也是人生中的一课，
对大部分孩子来说，应该也不是坏事。再
加上当下社会发展迅疾，有更多选择职业
与未来的空间，错一次，也无妨，年轻的
时候，只要肯吃苦、肯学习，什么都可以
从头再来。当家长和孩子产生意见冲突的
时候，不妨多开辩论会，在思辨的过程中
倾听、理解，逐步讨论出双方都认为合适
的结论，这样，大家都能接受，且更有利
于孩子的成长。

■网友围观

guoye：对于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
家长和孩子意见冲突时，家长应该把冲突
的根由开诚布公地告诉孩子，结合孩子的
兴趣爱好进行讨论协商后再作决定，这对
孩子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总之，家长不
能代替孩子擅自做决定。

zhang：父母更改孩子高考志愿，更
多的是给孩子带来一生的悔恨和抱怨。父
母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孩子的意志之上，
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萌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的孩
子，不只是你的孩子。”人生的道路上不
仅有高考志愿的选择，还有更多更重要的
选择，这些选项应该由孩子自己经过独立
思考作出判断。

被父母篡改高考志愿，
该不该原谅？

■新闻回顾

近日，广西河池一男子偷窃老人财
物后逃跑，老人追至一小学门口，男子
被一群小学生拦下。最终，在小学生的
协助下，附近保安赶来将男子抓获。小
学生“组团”抓小偷的视频被传到网上
后，收获网友无数好评，某公益组织还
为孩子们颁发了5000元“天天正能量
特别奖”。小学生满满正能量的行动确
实应该点赞，但小学生这样的见义勇为
行为值不值得提倡，请谈谈您的看法。

■嘉宾发言

叶松茂：小学生“组团”抓小偷的
行为受到一致好评，赢得了许多点赞。
但网络上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即“满
满正能量的行动确实应该点赞，但小学
生的见义勇为行为不值得提倡”，我也
这样认为。

沈春儿：一般情况下，我坚决反对
这种做法。首先要肯定的是，这群小朋
友都是好样的，面对窃贼毫不畏惧，勇
敢地围追堵截，将坏人绳之以法，完全
配得上“天天正能量特别奖”这个荣
誉。

龚厉：小学生“组团”抓小偷的行
为，很鼓舞人心，看得出这群小学生身
体很棒、活泼团结，更重要的是有正义
感，路见不平时能见义勇为，让人看了
觉得内心温暖，有一股积极向上的力
量。网友的无数好评和公益组织的奖励
都是对他们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我
们不应该大力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

叶松茂：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中华民族是崇
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
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之所以网
络上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主要是因为话
题的主体是小学生，未成年人缺乏一定
的生活技能，特别是在遇到穷凶极恶的
歹徒时缺乏自保能力，弄不好会伤及自
身，甚至会付出生命代价。正是出于对
生命的敬畏，不提倡、不鼓励、不宣传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已成为社会共识。
因此，2015 年的 《中小学生行为规
范》 已经删除了 《小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中“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对违反
社会公德的行为要进行劝阻，发现违法
犯罪行为及时报告”和《中学生日常行
为规范》中“弘扬正气，敢对违反社会
公德的行为进行劝阻，发现违法犯罪行
为及时报告，学会自护自救，保护自身
安全”等条文。

沈春儿：但我们客观分析一下：一
个窃贼，成年男子，且穷凶极恶，遇到
一群追他的“娃娃兵”，如果碰巧他身
上带着凶器，这后果是不是不堪设想？
我甚至怀疑，这个窃贼不是那种恶人，
只是碰巧手头紧张顺手牵羊，被人发现
本已经羞愧难当，在孩子们的围堵下，
他只是东逃西窜，无奈之下束手就擒。
只是孩子们在这件事情上比较幸运，遇
到了一个“不太凶”的坏人。

龚厉：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造成的死亡事件，令
人觉得万分可惜。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相比，身体素质、应急能力和对抗能力
都相对较弱，这些事件里的孩子如果换
一种处理方式，如采取及时报警、求助
他人等方式，而不是以身涉险的话，也
许付出的代价就不会那么惨烈。

叶松茂：现代社会确实非常需要见
义勇为的正能量，但像广西的这群小学
生一样不顾个人安危“组团”抓小偷却不
值得提倡。我们确实需要教育小学生懂
得英雄的内涵，学习忠诚、执着、朴实
的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和不懈的奋

斗精神，努力塑造英雄情怀，同时也要
告诉小学生，虽然见义勇为是好事，但不
能逞匹夫之勇，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做出
不符合年龄、身体条件的各种行为。

沈春儿：如果有下一次，孩子们还
会遇上这种所谓的“不太凶”的坏人
吗？这就不好说了。所以，我非常反对
初中以下的孩子“见义勇为”。也许有
人会说，我们不是应该从小培养孩子见
义勇为的精神吗？我们如何和他们说，
现在还小，不应该在遇到坏人的时候出
手？那我只能说，我们还有个成语，叫

“量力而行”。
龚厉：对未成年人来说，要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而不提倡“勇为”
和“莽为”，懂得“智为”才能更好地

“勇为”。譬如有很多未成年人去救助溺
水人员最终导致自己死亡，他们自己并
不会游泳，水性也不好，对溺水救助也
没有相关经验，情急之下以身涉险，牺
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大家都不愿
意看到的。当发生这类事件时，我们更
应该提倡未成年人保护好自己，第一时
间求助于社会力量。

叶松茂：“勇为”是前提，“智为”
是方法，“勇”与“智”要结合起来，
在遇到坏人坏事时，要学会“见义智
为”，做到既阻止和惩罚犯罪分子，又
不作无谓的牺牲。最好的见义勇为不是
不顾一切地救人于危难之中，而是应该
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佳的效果。《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强
调：“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
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不要提
倡、鼓励、宣传未成年人实施与自身能
力不符的见义勇为行为。未成年人遇到
或者看到坏人抢劫、偷东西等，可以向
周围人呼喊、求救，或者直接打110电
话报警，这样比自己直接参与其中要安
全得多。

沈春儿：想当年小英雄赖宁上山救
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精神值得
我们学习，但方法不值得现在的孩子效
仿。在孩童和少年时期，我们首先要让
孩子们保护好自己，让他们学会应对意
外伤害的方法，等长到一定年龄后，才
有机会站出来保护这个社会。

龚厉：毋庸置疑，见义勇为一直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许许多多感人的
故事流传至今。但是见义勇为并不是固
定的方法和标准，不是不计后果的冒险
行为，而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这种价
值观体现出人性的伟大和渺小，评判出
道德的高下。我们应该继续弘扬见义勇
为的美好道德，倡导正能量的价值观，
同时注重自我保护。

■网友围观

guoye：为小学生满满的正能量
和机智勇敢点赞，但小学生见义勇为的
行为不应该提倡，毕竟小学生年龄尚
小，还没有自我保护能力。

书生：我不认可小学生见义勇为，
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不仅不鼓励在
不能保障自身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见义勇
为，还会对因严重疏忽导致被救助对象
伤病情况加重或死亡的行为追究民事责
任。

chuanguan：见 义 勇 为 是 好 事
情，但不能逞匹夫之勇，尤其是未成年
人，更不能冒着生命危险“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

维杨：现代社会确实非常需要见义
勇为的正能量，但是像小学生不顾个人
安危“组团”抓小偷的见义勇为并不值
得提倡。遇到坏人抢劫、小偷偷东西
等，未成年人可以拨打110或向周围人
求救，提供这种辅助性质的帮助，比自
己直接参与其中风险要低得多。

小学生“组团”抓小偷，
值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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