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校？这在李文的妻子看来
有点不可思议，她觉得孩子的不
适应只是暂时的，过段时间就会
好的。再说，当初为了让孩子进
重点中学，找人、转户口费了多
少劲，现在读了两个月就要出来，
对孩子寄予厚望的妈妈怎么也有
点想不通。

和妻子的态度截然相反，李
文很支持女儿的想法。在他看来，
孩子的性格以及情商是最重要的，
才是决定她以后成败的关键性因
素。李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他自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初
读书的时候也很爱玩，学习成绩
也不差，高三的时候还经常踢球，
现在自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

“我希望我的孩子人格、品格
健全，至于上不上重点那其实无
所 谓，只要孩子 过 得舒心就 好。
分数是不能决定孩子的成败的，
更不能让分数把孩子毁了，我觉
得一定要学会培养孩子的情商。”
李文在劝说了妻子好久后，一家

人 终于 达 成 共识—— 让 孩子 转
校。

转校，往哪里转？是 一般的
中学都可以呢，还是尽可能地选
择好一点的学校？李文把决定权
交给了孩子。因为按照之前的想
法是让孩子初中开始就在重点学
校读，然后顺理成章高中也在那
里 念，这一 想法宣告 失败以后，
李文也想明白了，自己不可能强迫
孩子去选择。“只要是公立学校就
可以。”李文遵从了孩子的意愿，
在班级的选择上，校长问是要好
一点的班级还是活泼一点的，“活
泼一点的。”孩子也有了自己的想
法。

李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自从今年过完年转到现在的
普通中学后，女儿又变回了以前
的活泼可爱。“他们班上的同学一
看那感觉就跟之前重点学校的学
生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个班的孩
子活泼、热情多了。我带我家孩
子去报名，刚到教室门口，那些

太多的家长千方百计想把孩子送进重点中学，这一现象相信你并不陌生。究其原因，四个字——“名校情结”。
毋庸置疑，在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的国情下，重点中学集中了较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孩子在里面确实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不过，话又说回来，名校真的就是每个孩子最佳的学习、成长场所吗？学生吐槽的“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高强度高压力的环境，带来的学习模式真的能让孩子健康、快乐成才吗？假如有一天你的孩子回来告诉你，想转校，作为家长的你会作何反应？是逼着孩子去接受现实，还是果断逃离？其实，有这样一些孩子和家长，他们已经做出选择了——逃离名校。 如果说“逃离北上广”是坚守后的无奈撤退，那么，“逃离名校”则可以认为是反思后的明智之举。当然逃离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昔“孟母三迁”只为选择良好的教育环境，今“逃离名校”又何尝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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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云集、压力、困惑、焦虑、失宠……“一进名校深似海”——

胡峰一直是在双峰县读的书，
因此，能够考上雅礼中学还是一
件很光荣的事情，在老师的眼里，
她自信又聪明，性格也很活泼开
朗，是属于那种不用怎么学习但
成绩却很好的学生。“其实，当
初进雅礼中学我也还是犹豫了很
久，能够考上真的已经很不容易
了，毕竟长沙名校的教学质量肯
定比县城的要好多了。但我也知
道，进去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压
力。”在家长和老师的劝说下，胡
峰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去雅礼中
学读书。

一直在县城里待惯了的胡峰，
来到长沙确实很不适应，加上她
是第一次离家在外读书，所以心
里多少有些孤单。胡峰以为只是
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后就 好了。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正式上课后
她的这种感觉反而越发强烈。

“一正式上课，我就明显感
觉到了那种紧张的氛围。虽然说
才高一，可是老师也抓得 很严，
周末都要上课，每天除了上课就
是写作业，真的很少有时间来让
我们玩。”胡峰记得很清楚，有
时候好不容易盼到一节体育课、
音乐课之类的，到最后可能却让
其他老师占用了。其他同学除了
学校发的一大堆参考书之外，都
会额外再买一些，有时候甚至比
谁买得多。“我觉得在那种环境
下读书我会疯掉的，真的太不习
惯了。”胡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有一次一节体育课，体育
老师集合完毕后，本来胡峰还打
算叫几个同学一起打球的，可没
想到其他同学就都很自觉地回教
室看书写作业去了。

在胡峰看来，更让她受不了
的就是，老师都很喜欢那些在初
中就获过很多奖的同学，特别是
那些竞赛类和征文类的。因为自
己以前也没怎么参加过比赛，所
以自然就得不到老师的重视。在
同学关系上，胡峰总觉得同学之
间很生疏，和同桌即使坐了快一
个月了，可还是很少说话。而且
她觉得同学之间有一中互相防备
的心理，有时候想借同学的参考
书看一下，他们都不肯，特别是有
些同学买了好的资料还要藏着，
这让胡峰觉得很没意思。

“老师出的作业题目也很难，
经常是刚把知识点讲完，就开始
拿高考的题目给我们做，让我觉
得很受打击，总觉得自己怎么会
一下就变得那么蠢了。”胡峰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在那里
实在太煎熬了，于是就跟家里讲
想回县城读。家里不同意，可胡
峰哭着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后，
家人看 着孩子 这么痛苦 也不忍
心，觉得孩子成绩好在哪读书都
一样，于是就又找关系把学籍转
回到县城里读了。

在县 城 读书虽 然 压 力也 很
大，可胡峰总觉得比在雅礼中学
好多了，至少班级氛围就让人很
舒服。在高中期间，胡峰成绩一
直都很好，而且班级老师也很重
视她。胡峰 说 ：“我不知道如果
我在雅礼中学一直读下去会怎么
样，也许考上的大学会比华南理
工更好，但我可以肯定那几年我
不会那么快乐，也不会收获那么
多宝贵的友谊。如果现在要我再
重新选择一次，我肯定还是会选
择回来的。”

■转学的孩子

才进重点中学两个月的女儿要转学

活泼的女儿沉默两个月后提出转校
 李文的女儿是去年 9 月份刚

上的初一，当时进的是株洲市的
某重点中学，可是进去一个多月，
他就发现问题来了——女儿整天
闷闷不乐。为什么原本活泼调皮
的女儿一下子就变得这么郁郁寡
欢了呢？李文跟女儿沟通了几次后
才知道，原来是学校的氛围让她
觉得很压抑。女儿告诉李文，平
时在学校里面基本没有玩的时间，
每天除了看书就是看书，同学也
很少会跟她一起玩。

“他们是三年的课程要两年上
完，最后一年的时间都用来复习，
所以每天的学习强度是可想而知
的。我女儿天生就是那种爱玩的
人，根本不适合成天一动不动地
坐在教室里面。”在李文看来，尤
其是读寄宿更让孩子的时间都处
于老师的监管之下，一旦老师发现
你没好好学习就会批评指责。

“我女儿在老师的眼里就是个
另类，不好好学习，成天就想着
玩。”李文和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讲起了一次女儿和他一大早打电
话的情形，“昨天晚上休息的时候，

我跟临床的同学聊天被老师发现
了，然后就挨骂了。”李文在电话
中听得出来，女儿心情很不好，说
话的时候明显不像以前那样欢乐。

虽然说现在不让补课了，但
是在李文看来，孩子周末也根本
没有休息时间，他给记者算了一
下——所有课程的作业就够孩子
做一天的，再加上周日下午还要
参加班上的英语补习班，也就是
说，一个周末留给孩子玩的时间最
多也就半天。李文觉得孩子太“受
罪”了，于是就在班级家长 QQ 群
里提出作业太多，想跟老师去沟
通，结果却被“拍砖”。李文的想
法在其他家长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我女儿以前特别喜欢运动，
一有时间就会和朋友一起出去打
球，可是现在她都找不到同班同
学玩，因为周末叫他们也不会出
来，大 家都 在 家学习。”李文看
得出来，女儿在学校的朋友很少，
她经常叫出来玩的也还是以前那
些小学同学。

除了学习时间太长外，学校
的教育方式也让李文很担心，她

害怕孩子的自信心都被打击没了。
“初一的学生拿中考的题让他们

考，你说几个人能做出来？有一次
考试，一个班就一个人及格，很
多同学都只有 30 分左右。”在李
文看来，老师的教育方法“说得
严重一点就是在摧残孩子”。

李文觉得自己有点看不下去
了，就和老师沟通，他希望老师
不要再那么对待孩子，还提出让
老师尽量不当着学生的面批评女
儿。沟通后，有些老师的态度稍
微好些了，但有些老师却似乎变
本加厉。李文也很恼火，就跟老
师说 ：“以后我家孩子要是没有来
参加补习班，你不要骂她，是我
不让她去的。”

“我女儿的学习成绩其实不
差，算是中等吧，班上五十多个人，
她三十多名左右，我对她的这个
成绩还是很满意的。”但让李文很
担心的是，孩子越来越表现出焦
虑不安和对学校的反感，难得回
一次家也是愁眉苦脸的。

开学两个月后，女儿跟李文
提出要转校。

“分数不决定成败，情商才是关键”

读了一个月，
她就从雅礼中学转回县城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如果要说成绩的话，胡峰肯定是个好孩子，因为她考上了长沙的
的雅礼中学。不过，如果要说听话的话，她肯定是家长眼里的“淘
气鬼”，因为在雅礼读了一个多月就转走了。这事已经过去 5 年了，
胡峰现在也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学生了。3 月 10 日，说起当年的“义
无反顾”，胡峰还是觉得自己没错，“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

这些挤进重点中学的孩子想“逃离名校”

“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是现在的分数，考起的大学，还是未来社会上的实际能力与才干？”这是
李文（化名）在和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交流时说的第一句话。这位父亲前不久做了一件“逆潮流”
的事情——把女儿从重点中学转到了普通中学。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孩子就过来问是不是新来的同学，
然后就帮忙去搬桌子凳子了，不
像以前的同学客气得让人觉得不
像孩子。”

在李文去带孩子报名的时候，
他也看到了其他几个从重点中学
转过来的名单，他听说有一个也
是因为在重点中学不受老师重视、
心理压力太大才转校的。李文现
在一到周末就会带着孩子去骑行、
去做义工、“去江边捡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