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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沉书海 思

最初吸引我读这本书的是它的
名字——《学力经济学：被数据推翻
的教育准则》。身为教师，一直以来
我思考和实践的核心问题就是“如
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力”。本书将“学
力”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很新
颖，我想要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些
什么。

书中的序言说：“大多数教育评
论家、育儿专家的主张，都仅基于他
们作为教育者的个人经验，并没有
科学根据。”对此，我深以为然。从

教 20多年来，听了很多教育专家的
报告，他们的思想观点、根据基本上
都是“自圆其说”，即使有案例，也
多 是 用“ 个 例 ”来 证 明“ 普 遍 性
道理”。

在第一章第一节“人人都是教
育评论家”中，作者指出：“不可思议
的是，一旦提到与教育相关的问题，
就算是对教育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让我想到
了“教育的专业性”问题——为什么
那么多人会对教师的工作指手
画脚？

我想，也许是因为在教育孩子
方面，无论是谁说点什么甚至是错
误的话，一时也不会把孩子“教育
死”，但是要是对医生指手画脚，
恐怕是会发生病人被“治死”的严
重后果。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教育的后果”并非是当下就能看
到的。正因如此，敢于对教育指手
画脚的非教育人士才敢无所顾忌
地发表言论。但《学力经济学：被
数据推翻的教育准则》这本书，就
是要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分析”来
为教育的专业性立论。书中“从经
济学的角度运用大规模的数据对
教育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很多观
点结论常让我耳目一新，甚至刷新
了我的一些教育常识。

例如，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
都喜欢用“奖励”的手段引导孩子
学习。如只有在考试成绩出来后，
才会依据孩子所考的成绩奖励孩
子。这样的做法，也许会一时激发
孩子的学习劲头，但是是否增进了
孩子的学习力很难说。这本书用
基于实验的大数据告诉你，如果你
一直用这种“考出好成绩”的激励
法 促 进 孩 子 的 学 习 ，是 长 久 不
了的。

书中列举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弗莱尔倾注精力研究奖励和学习力
之间的因果关系。弗莱尔将自己的
实验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纽约和芝
加哥进行，根据考试结果来决定是
否给予孩子奖励；另一类是在达拉
斯、华盛顿和休斯顿进行，根据孩子
认真读书、完成作业、保证学校出勤
等情况来给予奖励。前者称之为

“输出型”奖励，也可称之为“结果性
奖励”，即看到孩子的成绩之后才奖
励；后者称之为“输入型”奖励，也可
称之为“过程方法性奖励”，即在孩
子的学习过程中，以促进孩子增强
学习能力为目的的奖励。实验结果
证明“更好、更有效地提升学力的是
对‘输入’进行奖励”。因为，在各种
各样的“输入”中，奖励孩子们认真
读书是提升学力较显著的方法，而

在“输出”方面得到奖励的孩子们，
学力几乎没有任何提升。因此，当
教师或家长对孩子采取了“奖励”手
段，却发现仍然没有提升孩子的学
习力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的“奖励
导向”出现了问题。

再如，作为家长，如果把教育看
成一项经济活动，那它就是对未来
的一种“投资”。那么，比较初中、高
中、大学本科到研究生为止各个阶
段的收益率差异，分别从学前、小学
开始“投资”，哪个收益率更高？本
书通过芝加哥大学赫克曼教授的研
究实验数据告诉人们，收益率更高
的是从学前教育开始。在本书中，
类似上述的刷新大多数人常识的案
例还有很多。

该书的 5个章节，分别围绕“别
人成功的经验能复制到自己孩子身
上吗”“用物质奖励来鼓励、诱导孩
子学习不可行吗”“学习真的那么重
要吗”“小班教学有效果吗”“何为良
师”等主题，通过列举大量的、具有
说服力的教育实验，以科学的实验
数据为依据，刷新了我们日常对于
教育准则的认识。

我认为，本书非常值得教师、家
长好好读一读，不但可以让我们走出
一些教育的误区，而且还可以让我们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少走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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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似乎只是小孩子的心事。
可每至过年，老家的名字便随着腊月
的日进，融入了我这个中年游子的心
跳，且愈跳愈烈，催动着回家的脚步。
一时，像个孩子。

还未启程，母亲的电话就来了：
“天冷，记得多穿点儿；骑车慢点儿，
别急。”与嘱咐当年赶着上学的那个
毛楞小子一样。远远望见等在院口
的父母，他们见我第一句话永远都
是：“咋又瘦了？”其实，我长了不少
肉，可在他们眼里总是瘦。

瘦，就多吃。在父母跟前，我永
远都是要长肉长个儿的半大小子，头
等要事就是“吃”。于是，父母摆了一
炕的零食等我解馋。大枣、核桃、炒
花生、柿子饼、烤红薯、炒南瓜子，都
是心心念念的儿时味道。我吃着，母
亲忙活着，俩人都没个消停。最可心
的，便是母亲时不时传来一句：“来，
尝尝这个！”

尝尝母亲做的豆汁、豆腐。土生
土长的黄豆经老石磨碾磨成糊，在大
铁锅里被柴火煮得乳白滚烫，舀一碗
加糖喝下去，暖到了胃，甜到了心；卤
水豆腐压好，母亲切一块儿，拌了葱
花、酱油递给我，只一口，便醉在了原
汁原味的豆香里。

尝尝母亲蒸的大馒头。揭开
锅，掰开一个，真暄真白。这最养人
的主食，在年节点上红点儿，便承载
了满满的仪式感和新祈愿。卤一锅
凉肉、蒸一屉枣糕、熬一顿杂粮粥，
母亲都要让我尝个鲜儿；就连拌了
饺子馅儿，也要用铜勺在炉火上炒
了让我尝尝咸淡。恍惚间，我又成
了那个趴在锅沿，流着口水的“馋嘴
猴儿”。

家务活儿根本不让插手，母亲总
是用一句“用不着你，快歇着吧”把我
支到一边。枕着双手躺在炕上，我依
稀又看到了那个年轻高挑、勤快能干

的母亲，一刻不闲地打理着过年的吃
食；而我，就像个“懒猫儿”，在炕上数
钢镚儿、磕瓜子、看电视、想心事，或
与哥哥扭打成一团。只是现在，手机
成了唯一的消遣。

待得憋闷了，就向母亲“请假”出
去玩一会儿，跟出门的还是那句：“早
点回来吃饭！”

玩儿够了，就随便推门串个门
儿、拜个年。乡里乡亲的，到谁家都
会像待孩子一般，拿出瓜子、糖块、水
果来款待。不管我在外是什么人物、
什么身份，在他们面前，几段儿时的
故事便把我“扒得精光”。

大婶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刚嫁
到咱村时，你刚上学，还没断奶。”我
倒没觉得羞臊：“那是我娘心疼我。”
二爷尽揭短儿：“你打小最听话，就是
胆儿小，不敢下水游泳，不敢走夜路，
不敢上树，不敢和女孩儿说话。”我脸
红了：“胆儿小也好，也好。”大奶奶略

带伤感地说：“当年穷，你又要强，大
年初一就把自己反锁在小屋里不出
门，因为没有新衣裳。”我强作笑颜：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乡亲们看着我长大，他们那里

收容着无数我知道的不知道的往
事。过年闲暇，打捞起来，让记忆
更充盈，初心更坚定，更懂得了自
己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年是
一条时光隧道，倏地把我们变回小
时候，回到生命的起点。但这只是
虚幻，有父母、有乡亲、有故乡，我
才能年年幸福快乐地完成穿越。
若这些没了，我便真的长大，渐
老了。

年终究还是一头猛兽，将我们无
情推向岁月的深渊，牢牢把守旧年的
门，永远无法回头。而我，宁愿让自
己活得像个孩子，把简单的快乐延续
至每一年的每一天，直至真的老成了
一个孩子。

行人生 板
年，是一条时光隧道

■张金刚

——读《学力经济学：被数据推翻的教育准则》有感

《学力经济学：
被数据推翻的教育准则》
[日]中室牧子 著

魏铀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孟兴国

刷新常识 重识教育
冬至一过便是数九寒天，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

数，乃最大、最多、最长久的概念。《荆楚岁时记》记载：“俗
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数九寒天，就是从
冬至开始，每九天算成一段，数到九九八十一天后，就到
了来年春分，冰雪融化、草长莺飞了。

在古代，人们如何度过漫长而又寂寞的寒冬呢？聪
明的古人发明了消寒图，通过数九、写九和画九等习俗，
把萧索的冬天过得雅致有趣。

据史籍记载和各地民俗志书所见，全国各地都有数
九之说，只是说法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对冬去春来、季
节交替和生活耕作情景的描绘。最早见于典籍的《九九
歌》是明代谢肇浙著的《五杂俎》：“一九二九，相逢不出
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
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
六十三，布纳担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犬寻阴地；九九八十
一，犁耙一齐出。”读来朗朗上口，使人兴趣盎然。

与《九九歌》相映成趣的，还有民间广为流传的《九九
消寒图》。每年冬至前，家家都要忙的一件事就是绘制一
张消寒图，贴于自己家中的墙上，或赠给亲朋好友。消寒
图形式主要有文字版、画圈版和绘画版等多种，上下横竖
9格，总数为 81。冬至时节一天描写一笔，81天后一幅消
寒图便诞生，相当于完成了一份过冬日志，非常有意义，
以致“每岁相沿，遂成故事”。

南宋文天祥被捕后，元兵将其关押在大都（今北
京）的监狱里。时值数九寒天，他身处四面透风的牢
房，为了排遣胸中忧愤，在狱墙上画下了一株梅花，共
有 9枝，每枝 9蕾。他每天将其中一蕾涂红，待到梅花
涂遍之时，“九九”正好结束，借以坚信寒冬必将过去，
春天一定来临。文天祥的即兴创作，是我国最早的《九
九消寒图》。

明代流行“画九”消寒。弘治元年 (公元 1488年)刊
刻的木版年画《九九消寒图》，图中央画一树瓶中梅花，
枝桠横斜，簇放出 81朵梅花，花瓶四周绘有一九至九九
的气候和景物。人们可在花瓣上染色或记录每天风雪
阴晴等变化。每天染色一个，染的时候有讲究，“上点
阴，下点晴，左点雨，右点风，若是下雪点当中。”等到数
九结束，再来看啊，一幅鲜艳欲滴的红梅图出现在面前，
如一束静静擎举的火焰，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心中顿
生温暖。

杨允孚《滦京杂咏》诗云：“试数窗间九九图，馀寒消
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馀白，看到今朝是杏株。”那时的
风俗，冬至日，深锁闺阁的女子在闺房的窗间贴一枝梅
花，每日晨起化妆的时候顺便用胭脂画点一个圆圈，九九
八十一个胭脂斑点画完之时，窗外早已是杏花吐蕊，多么
美的意境。

“写九”消寒，始于清代道光初年。道光皇帝亲书“亭
前垂柳珍重待春风”9个双钩空心字，每个字都是 9画（繁
体），让大臣们每天在钩好的轮廓内填写一笔，9字填完，
刚好 81天，“数九天”正好数尽。其“亭前垂柳珍重待春
风”9字，寓意凛冬随着九九八十一天过去，暖春便会接踵
而至，这比“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更诗情画意。

漫漫冬日，九九消寒。古人们是在一日一笔中，随着
时光雅致地消磨着这段冰天雪地的日子。有了这样恬淡
闲适的心态，不经意间，冬日灰暗的天空渐行渐远，万紫
千红的春景就在眼前。

父母八旬多，我五十多，成家的女儿三十而立，三代
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腊月已至，年味渐浓，此时此刻，
我想起了我家三代人的年。

年迈的父母生活在老家农村。进入腊月后，二老开
始忙碌着年，也许是受传统思想以及对过去岁月的怀念，
父母的年一切以“自己动手”为主。动手做石磨豆腐、石
磨元宵，动手做挂面、馍馍、年糕、炒米糖，炸油豆腐、素圆
子，炒花生、葵花等等，连春联都找村上会写的人代写。
过年要穿新衣裳，每年父母都要找镇上的裁缝量身定制，
布鞋则由母亲亲手缝制，一切都是原汁原味。除夕晚上，
父母要做一大桌年夜饭菜，这些年夜饭菜一直吃到正月
初三，寓意年年吉庆有余。细想起来，父母的年不仅经济
实惠，而且有滋有味。

我长大后在离故乡几千公里外的外地工作。生活在
一个小县城，再加上工作忙碌，我每年过年都在菜市场买
买买。虽说买起来方便快捷，一切都是现成的，但开支
大，尤其是吃起来没有父母的年货味香甜。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繁华的沿海大城市工作并成家，
这几年，女儿家的年夜饭都是在酒店吃的，女儿说，时代
在变化，年夜饭的主要目的是家人团聚，在酒店用餐既方
便省事，又能吃到自己做不出的美食，除了菜品更丰富，
可选择余地大，也省去很多时间。一年四季忙碌的他们，
年夜饭吃完后的第二天，则全家外出旅游过年，大前年重
庆、前年海南、去年因疫情只好居家。女儿认为，旅游过
年、反向过年、异国过年、他乡过年，和在老家过年、与父
母过年一样，照样是一家团聚、感受浓浓亲情，照样是享
受过年的美好和喜庆佳节的欢乐。

回想起三代人的年，每一个年都如同盛大的宴会，团
聚、欢笑、举杯，喝下一整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曾经
的年是一个仪式，庆幸一家人相互扶持走过艰难与困苦，
祈求上苍庇佑来年的收成，难得的肉味就是最浓的年味，
滋养了贫瘠干枯的胃口。后来的年是一个宴席，平日忙
碌的家人被圆桌聚在一起，推杯换盏谈天论地，收到压岁
钱的孩童欢天喜地，跟着小伙伴满大街地乱窜，在鞭炮声
中嬉闹欢笑。现在的年还是一个纪念，问候与祝福通过
手机从五湖四海传来，人与人的地理距离看似很远，彼此
之间的情谊却从未消失……

三代人的年，一年又一年，让我们从青丝到白发……

随闲庭 笔

数九消寒待春来
■钟芳

火心灵 花

三代人的年
■汪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