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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新華網、《廣州日報》報道，華東師範大學與上海市黃
浦區不久前簽訂了合作協議，決定以上海市第八中學為試點，探
討男校的可行性。目前，第八中學已就 「辦男子中學」提交了申
請方案，兩個高中實驗班有望在今年9月招生。

第八中學早在十年前就開始探索 「男女同校實行男女分班」
的辦學模式。在高一年級選擇4個班級進行分班教學，一個男生
班，一個女生班，兩個混合班。實施分班後，女生班和男生班的
許多課程得分都不同程度超過了混合班。

目標：培養浩然正氣
該校校長盧起升表示，先前男女分班的教學模式更多是基於

學業方面的考慮，現在則更注重全面的成長培養。
盧起升認為，興辦男校有助通過 「揚長避短」的方式，喚醒

男孩沉睡的 「陽剛之氣」。男校既可以根據男生學習薄弱等特點
，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又有助於通過調整辦學思路，培養男子漢
性格。

他告訴廣州日報記者，經過廣泛徵求意見，目前學校確定了
培養男孩的形象： 「浩然正氣，樂學善思」。

網民：或束縛青春期男孩
據悉，首設的兩個全男生實驗班，招生規模在60人左右，

會添加例如男子拳術、中國象棋、男子電聲樂團等充滿 「男人味
」的課程，培養男生競爭、擔當、頑強、合作等特質。

對此，網民反應不一。比如 「小麵包的爸爸」就表示， 「個
人認為不妨試試看，國外有很多男中女中，其中不少還都是名校
」。但也有不少網民認為，光靠 「男子中學」來緩解 「男生危機
」，還是 「有點懸」。如 「午夜戰神」認為： 「進 『男子中學』
的青春期男孩周圍都是同性，固定的環境或許反而是一種束縛。」

專家：因性施教乃有益嘗試
自十年前就開始關注男孩教育的盧起升強調， 「男子中學」

方案的提出並不是專家教授們的 「突發奇想」，而是在對高三男
生及其家長的大型調研基礎上提出。

據調查顯示，在男女混班教學中，很多男生的情緒和需求被
忽略，優勢沒有得到更好地發揮。盧起升認為，男校會架構起更
適合男性特點的教育模式。

至於公眾擔心男校可能會影響學生與異性交往的能力，盧起
升說，異性交往不足的情況，可以通過家庭教育和校外交流加以
彌補。他認為，不能為了讓男生女生 「交往」而放棄更重要的教
育改革探索。

上海社科院原院長王榮華表示，建立 「男子中學」是從性別
差異出發，考慮教育均衡的有益嘗試。

不少滬上家長也覺得 「男子中學」對男生在思維、性格、處
事等方面會有積極幫助，還能幫助孩子「不因感情問題而分心」。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三日電】在八寶山
公墓，葬有多位曾在大公報工作的著名報人。
大公報的老社長費彝民，從 1930 年由張季鸞
聘為天津《大公報》社駐瀋陽兼職通訊員開始
，從事新聞工作近 60 年，並曾主持香港《大
公報》社工作近 40 年，對香港新聞事業的發
展以及香港回歸都作出了特殊貢獻。費彝民先
生於 1988 年逝世，經中央統戰部和民政部特
別批准，在八寶山公墓院內立碑紀念。2002
年7月7日，費夫人蘇務滋病逝，10月15日夫
婦二人骨灰合葬於八寶山公墓。著名記者、新
聞學家薩空了的墓也位於八寶山，他曾擔任天
津《大公報》藝術半月刊主編，其後曾先後在
《立報》、《光明報》、《華商報》等多份報
紙擔任主要負責人。此外，名人墓地中也不乏
與大公報有淵源者。作家汪曾祺先生的墓位於
福田公墓。汪曾祺早期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
名作《復仇》，就是 1941 年 3 月發表於《大
公報》的。同樣葬在福田公墓的紅學大師俞平
伯，也是大公報的老作者。他的《讀書的意義
》、《為〈中外文叢〉擬創刊詞》等，都是在
天津《大公報》副刊上發表的。

內地墓地價格飛漲，民眾紛紛嗟嘆 「死
不起」，除了選擇葬於墓地，有些逝者遺屬
更願將至親骨灰存放在佛門淨地，然而在政
策和種種利益牽絆之下，上述孝子賢孫的心
願很難達成。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在網絡上求助稱，家母生前信佛，過世後
卻難尋能夠安放骨灰龕的寺廟。他無奈地說： 「人一生中有很多
事都可以自己辦，唯獨身後事自己辦不了。我這當兒子的卻不能
成全母親遺願。」記者連日在北京和吉林多地採訪時得知，目前
內地寺廟獲准修建骨灰龕者寥寥。由此，香港和台灣的廟宇每逢
清明便香火裊裊，而內地很多寺院閉門謝客的景象便不難理解。

利益作怪 審批嚴格
按照現時內地政策規定，包括寺廟修建骨灰龕在內的全部殯

葬事務均由民政部門管理。對於寺廟辦理殯葬項目，民政部門多
會和民族與宗教事務主管部門協商處理。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民
政工作人員向本報坦言，部分寺廟興建骨灰龕為善信服務確屬好
事，但由於觸及到公辦殯儀館骨灰龕存放利益，目前政府對寺廟
興建骨灰龕的審批比較嚴格。

商人鑽空子 寺廟亂收費
不過，由於目前收取骨灰寄存費效益驚人。所以儘管修建骨

灰龕遇阻，但仍有些寺廟另闢蹊徑，以修建佛堂等名義開辦殯葬
服務。更嚴重是，有些商人利用一些寺廟香火不旺、青黃不接之
時，趁虛而入打着佛教的幌子行斂財之實。曾在四川眉山某寺購
買骨灰龕的李先生就遭遇煩心事一樁，他忿忿不平地說，當年寺
廟負責人口口聲聲稱龕位是直接買斷，也沒有提及其他收費。但
是，如今每次家人去祭拜都要繳納不菲的 「開門費」， 「佛門強
調行善積德，這樣做豈不違背了佛法的教義？」

由寺廟興建骨灰龕所引起的爭拗香港已有前車之鑒。對此，
內地相關監管機構應謹慎行事，一方面提供覆蓋面廣泛的殯葬公
共服務，一方面需要保護僧俗利益，不致正知正見的佛門淪為殯
葬暴利的新口實。 【本報長春三日電】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三日電】清明節是中國人
祭拜祖先、緬懷先人的日子。除此之外，近幾年來，
不少內地民眾也選擇利用清明三天小長假，尋訪拜祭
名人墓地，探尋名人墓地背後所隱藏的故事、軼聞，
從而追思歷史文化。而一些因為熱播電視劇或暢銷圖
書走紅的名人，他們的墓地就受到了最多的關注。

執勤保安蕭先生稱，臨近清明節，來尋訪名人墓
的市民日益增多，有的是祭祖時順便看看，有的則是
專程前來。為了便於市民尋找，公墓專門制定了一張
示意圖，將各名人墓地的位置標記清楚。

人間四月天 探林徽因墓
在八寶山公墓裡， 「建築師林徽因墓」前擺放着

白百合、菊花、康乃馨等花束，憑弔者眾多。這位中
國近現代著名的女性，不僅以其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
就享有聲譽，她與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人的感
情故事，幾十年來也為讀者所關注。

「《潛伏》的那個墓在哪兒呢？」記者在位於北
京西郊的福田公墓採訪時，正遇到一位市民向工作人

員打聽。內地熱播的電視劇《潛伏》中，男主角余則
成原型吳石，曾多次為解放軍提供情報，他1949年赴
台，擔任 「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1950年身份暴露
後被槍決。後經周恩來批准追認為革命烈士。1994年
，吳石後人將其遺骨由台灣運回，2009年6月葬於福
田公墓。記者看到 「吳石將軍之墓」上撰有碑文：
「勝利後反對內戰，致力全國解放及統一大業，功垂

千秋。」

探尋墓地 藝術之旅
探尋墓地，也是一次藝術之旅，不同的墓碑造型

各異，表達着墓主人不同的人生境遇、藝術追求。林
徽因的墓碑上就鑲嵌着一塊浮雕，圖案正是她本人參
與設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基座。而老舍先生的墓是
其子舒乙親自設計的。墓牆上寫着這樣一段話； 「文
藝界盡職的小卒，睡在這裡。」沒有墓室、沒有骨灰
，一塊墨綠色花崗岩墓基上一圈圈的白色波瀾，就像
他生命最後歸宿的太平湖，不禁讓人肅穆沉思。而翻
譯家、兒童文學家葉君健的墓碑型如書卷，碑前的兒
童雕塑如同一對天使。

墓碑上 「大師寫大師」的情況非常多見。如國畫
大師齊白石、考古學家梁思永、葉君健的碑文分別是
李苦禪、郭沫若、季羨林等人題寫的，而國畫大師李
可染、書法家舒同等人的碑文則用的是本人的字跡，
展示了不同的藝術風格。

男生太娘引發憂慮

滬擬建男校有讚有彈
【本報訊】 「男生危機」 、 「偽娘現象」 正逐漸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為喚醒沉睡的 「陽剛之氣」 ，上海近日醞釀打造內地第一所 「男子中
學」 ，通過添加例如男子拳術等頗具 「男人味」 的課程，來培養學生的
男子漢風範。此事引發議論，有聲音對 「用性別隔離的方式圈養弱勢群
體」 的做法表示質疑，甚至擔心會適得其反；但也有人對改革的嘗試給
予肯定。【本報訊】上海市第八中學近日提交申請方案

，希望以 「男校」挽救 「男孩危機」，引發輿論對
「男女分校」優劣的討論。但亦有聲音繞開 「男校

」這一關鍵字，轉而問，男生，真的到了危險的時
刻嗎？

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安琪認為，
「男孩危機」是一個危言聳聽的偽命題。 「假如以

女生成績優秀、入學率升高來印證教育領域的 『男
孩日趨衰退』，那麼許多國家在 20 年前、大多數
國家在目前都將盛行 『女孩威脅論』，更有70%的
國家要驚呼 『男生節節敗退』了。」

對於有意見認為，現行教育制度更適合女生，
從而間接造成男性處於劣勢，《新快報》引述上海
市大同中學教師王菲表示，將問題完全歸結於外部
條件並不適合。 「現在孩子接觸的信息豐富、玩的
東西也多，相對來說女生自控能力好，表現慾望強
，所以投入相同的教育精力，女生更容易產出回報
。」

網易《另一面》欄目日前更刊發題為《男孩沒
危機 父權莫焦慮》的長文，指出要反省的是 「男
孩危機」背後的 「落後的性別觀念和急功近利的心
態」。文章指， 「男孩危機」的焦慮反映性別觀念
依然牢固地被 「男強女弱」、 「男高女低」這樣一
些思想佔據着，真正的危機是在變遷的社會中繼續
用傳統性別規範來要求男孩。

上海要建男校的消息也引發外國媒體的關注。
美國《僑報》日前刊文表示，作為多元教育的方式
之一，男校大可一試。但要培養新一代的 「男子漢
」，對於中國來說，更需要轉變社會風氣，才能解
決根本問題。

文章指，在歐美國家的幼兒教育中，身高達
1.9米的男性擔當幼兒教師屢見不鮮。但中國的幼
教行業，幾乎沒有男教師。而在師範專業，也是女
生居多。

文章認為，男性教師能從某種程度上培養男孩
的男子漢氣魄，並最終影響他們今後的工作和生活
。但中國不少行業，出現女性佔半邊天，甚至 「一
統天下」的局面，確實需要改進。

清明佳節寄哀思
名人墓地成新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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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少有寺廟內能夠修建骨灰龕，清
明時節，寺廟閉門謝客 李理攝

▲大公報老社長費彝民墓 馬浩亮攝

墓地追思大公報人

▲林徽因墓 馬浩亮攝

▼作家老舍墓 馬浩亮攝

▲▼上海第八中學校長盧起升認為，男校計劃，有助於喚醒沉睡的陽剛氣質 資料圖片

▲有媒體認為， 「男孩危機」 背後也許反映了
「男強女弱」 的傳統性別桎梏 網絡圖片

男孩 真有危機嗎

所謂 「男孩危機」 ，是指男生在各級各類教育中的
學習成績正在漸漸落後於女生，同時中小學的班幹部、
三好學生也以女生居多。 「男孩危機」 在中小學尤其明
顯，但在男生通常較有優勢的高中，近幾年優勢也在逐
漸喪失。

有專家認為，產生 「男孩危機」 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由於女孩平均比男孩早發育1到2年左右，同年
齡段的女生智商要比男孩高；二是當前應試教育的特點
更適合女孩，而男孩動手能力、愛冒險等特質則被壓抑。

話你知話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