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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养》
作者：高益民 陈赛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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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报告》认为，越是社会经
济地位高的家庭，孩子的学业成就中
学校起的作用越小。例如，白人学生学
业成就中只有10%可归因于学校，而南
部黑人学生这一比例达到20%。因为
《科尔曼报告》认为中等阶层的孩子在
家里学得多一些，从同学和老师那里所
学的东西要少一些。这个比较好理解，
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有能力给孩子报
各种课外班的家庭，有能力带孩子多去
美术馆、科技馆、博物馆或周游世界的
家庭，就会有更好的文化
资本，这对于孩子取得学
业成就是有利的。
《科尔曼报告》还认为，
在学校因素中，与学校的设
施设备、课程等因素相比，
弱势群体学生能不能与白
人学生打成一片这种软性
学校文化氛围的影响更加
明显。《科尔曼报告》发现：
如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
的学生与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低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学
习，那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会
很有帮助，而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
学生也不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不会使
他们的成绩因融合而下降等。
《科尔曼报告》本来是一项关于学
校教育的研究，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些
关于家庭背景的重要结论。
《科尔曼报告》认为，家庭背景对
孩子的学业成就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虽然家庭背景与家庭教育并不完全是
一回事，但《科尔曼报告》谈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经济
地位较低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也偏低，这种比较低的期望也就影响
到孩子的自我评估，影响到了孩子的

自信心。也就是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的低下导致了自信的缺乏，而自信的
缺乏又影响到对学习的精神投入，从
而影响了学业成就。在这样的家庭里，
父母和孩子骨子里都不相信可以通过
个人努力提高学业成绩，也不相信可
以通过提高学业成绩来改变个人命
运。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学习的内在动
力就不足。而且，当孩子稍有一点小进
步的时候家长就会感到相当满足，觉
得“以我们的家境来看，孩子这样已经

很不错了”，所以并不会继
而产生更高的期望。在这
种情况下，孩子的学习斗
志也不够。如果用我们中
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人穷志短”惹的祸。直接
地说，是“志短”导致了学
业成就低下，当然《科尔曼
报告》认为“人穷”与“志
短”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期望效应”：越被期待的
孩子越优秀？/

这又让我想到了另一项有名的心
理学研究，那就是著名的皮格马利翁
效应，也叫“期望效应”或“罗森塔尔效
应”。1968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
和雅各布森去了加州一所小学，说要
进行7项实验。
他们从一至六年级各选了3个班，

对这18个班的学生进行了“未来发展
趋势测验”。

明日关注：测验之后，罗森塔尔把
一个名单交给了校长和相关的老师，
并用赞许的口吻说名单上的学生都非
常有前途，他还告诉他们一定要保密，
以免影响实验的正确性。

《我的原野盛宴》
作者：张炜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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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切好，水开了。五六只黄蛤
和面条一块儿投进水里，再放几棵油
菜。黄色绿色白色，三种颜色在汤里
翻滚，一会儿就成了。吃面条时会忘
记一切，因为太馋人了。鲜美、滑溜，
是面条自己往肚子里跑，跑得飞快。
外祖母不得不阻止说：“慢些，慢些，
啊，两碗了，差不多了。”
这就是黄蛤面条。
如果有时间，我还会说到其他，

比如春天的荠菜丸子、野蒜蘸酱、苦
菜肉卷儿、杨树胡大包子、
柳芽汤，夏天的泥鳅豆腐、
海毛菜凉粉、海蜇酸辣汤，
秋天的甜李子花卷、苹果
盅、野蜜糕、白菜秋刀鱼，
冬天的蟹子酱卷饼、虾粉
鸡蛋、干菜咸鱼、大枣黏
糕……这些说也说不完。
外祖母是天下最能制

作美味、寻找美味的人。我
常常看她走在林子里，鼻
子扬起，眯上眼睛。她大概
又嗅到了什么美味，它们
别想藏得住。

奔跑
我有个很难改掉的坏毛病，所以

总是惹外祖母生气。不过这毛病到了
后来，比如上学以后，又变成一个了
不起的长处，甚至是我的骄傲。这是
后话了。可惜在没有上学之前，这些
毛病只能让外祖母头疼。
因为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林

子里疯跑一阵，衣服常被撕破。没有
办法，脚痒，主要是心痒。看看吧，到
处绿蓬蓬的，小鸟儿在树叶间瞅我，
小头一摆一摆多么得意。这样看上一
会儿我身上就要发热，好像有什么顶

在胸口那儿，让人非要蹿跳、撒欢狂
奔一会儿才行。那是一种很怪的念
头，藏在体内很深的什么地方，顶得
我难受，最后简直无法抵挡。
以前我走在林子里遇到奔跑的

野物、飞起来的鸟儿，看着它们不停
地来来去去，总以为是害怕或受惊
了。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它们和我一
样，身体里面藏了一种又古怪又强烈
的念头，就是这念头让它们一会儿高
飞，一会儿狂奔，总也停不下来。

我飞奔向前，一仰
头，蓝蓝的天空像是要伸
手将人抱起来似的。两旁
的树叶也像闪动的眼睛，
一齐盯住我说：“瞧这孩
子跑得多快！比小鹿和兔
子还快！”白杨树低头咕
哝：“谁家的孩子？噢，茅
屋里的孩子。好快的两条
腿啊！”紫穗槐在热乎乎
的风中懒洋洋地唱歌，它
们大概刚刚睡了一会儿，
这时揉揉眼睛说：“又是

他在跑！真能跑！”一只黄雀从野椿
树上探了一下头，用小到无法听清
的声音说：“他这两条腿啊，比四条
腿都厉害！”
汗水从额头滴下，流到眼睛里。

我一边擦眼一边跑，险些撞到梧桐树
上。这棵树上有两只斑鸠，它们是一
对儿，这时正挨在一起看我。看到我
被汗水洇透的衣服，它们发出“咕咕”
声，议论道：“咱们要有个孩子，像他
这么强壮就好了！咱的孩子一准忒强
壮吧！”

明日关注：每次往前飞奔，两旁
的树木、花和草、站在枝头的小鸟，都
唰唰往后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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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国蔓延，作为国家公益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在这场战“疫”中从未缺
席，在全面推进复工复产的过程中，体
彩的脚步从未停歇。随着疫情阴霾逐渐
消散，体彩继续扬帆起航，又将焕发新
的光彩。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有序复工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有效减少人
员聚集，国家体彩中心于1月28日和2月
7日，先后发布《关于延长2020年体育彩
票市场春节休市时间的公告》和《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体育彩票发行销售开兑奖相
关事宜的公告》，延长休市时间，全国体
彩人众志成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1月28日，

国家体彩中心发布《致中国体育彩票全
体从业者的倡议书》；1月31日，国家体
彩中心党委发布《致全体党员倡议书》，
号召全国体彩从业者和全体党员干部，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全力以赴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倡议发布后，全国各地体彩积极响

应，步调一致，全国体彩人迎难而上、奋勇
争先，在疫情防控方面交出了优秀答卷。
疫情防控期间，为促进体彩从业者

在复工后可以更好地掌握业务知识、提
升服务能力，国家体彩中心开放培训平
台课程，提供游戏、品牌和责任彩票等学
习内容。各级体彩机构共组织54个线上
培训班、实际学习80门网课，实际参训

人员达到12 . 4万人，实现了体彩从业人
员全面覆盖。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全国体彩系统的复工复产也
在有序推进。3月10日，国家体彩中心发
布《关于在符合条件区域恢复体育彩票
发行销售工作公告》。3月11日起，在符
合条件的区域，体彩实体店陆续开始复
工，两日后复工率就超过了50%。据统
计，截至5月6日，体彩全国每天在线终
端登录占比已达到85%。截至5月15日，
中国体育彩票本年度已筹集公益金
107 .23亿元。

体彩人众志成城贡献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体彩人有的

主动报名做志愿者，为医院和社区服务；
有的自费购买紧俏的防疫物资，无偿捐
献给医护人员和邻里街坊；有的主动做
好医护家属的贤内助，让逆行的白衣天
使们不再有后顾之忧……他们用实际行
动彰显了体彩的公益情怀、责任担当。
当大多数人对新冠肺炎疫情唯恐避

之不及时，湖北体彩荆州分中心体彩专
管员谭树兵却选择前往最危险的地
方———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担当发热
门诊志愿者。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体彩
代销者、蓝天救援队队员孙兴丽从大年
初二开始，承担隔离人员转运工作，连续
多日每天上岗17个小时。许华山是湖北
体彩十堰分中心副主任，妻子何兰芬是
武汉儿童医院护士长，何兰芬没日没夜
地在医院救治病人，许华山则当好后勤，
开车接送妻子和她的同事上下班，一趟

趟往医院跑。感染新冠肺炎的湖北代销
者佘亚洲，痊愈后第一时间到医院捐献
300毫升新冠恢复期血浆……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还有

许多像谭树兵、孙兴丽、许华山、佘亚洲
一样的体彩人，他们仿若星星之火一般，
用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发光发热。当全
国体彩人一起行动，将爱心善款、口罩、
防护服、消毒液、帐篷等防控物资送往抗
疫一线的时候，他们在用行动证明“你未
必光芒万丈 但始终温暖有光”。

焕新活动精彩纷呈充满希望

在复市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中国
体育彩票推出了“加油中国 光芒焕新”
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4月8日，“益起来
绘精彩”体彩吉祥物征集活动全面启动。
奥运冠军、专业设计大咖纷纷助力，高校
师生和普通大众热心参与，共同为体彩
吉祥物的诞生贡献智慧和力量。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4月29日，大乐

透派奖活动已开启，这是自去年大乐透
新规则实施以来，迎来的首次全国派奖
活动，派奖总金额高达9 . 9亿元。此外，5
月15日推出的“锦鲤”系列即开型彩票，
准备了8000份礼物，惠及广大支持体彩
事业的购彩者。
“加油中国 光芒焕新”，2020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践行作为
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为体育强国和健
康中国贡献更多力量。 体讯

抗疫复工两手抓 责任关爱见担当

体彩凝心聚力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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