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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教材太贵了
“我们这届 150 多个学生，只有十分之

一在学校统一订购正版书，其他的同学很
多不是用二手书就是买盗版。”在武汉黄家
湖大学城一所工科为主的学校，2015 级学
生徐芳做了一个小调查，她发现，盗版书可
能占到班里所有教材的一半。

去年年初，记者对 2001 名在校大学生
和研究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5%的受
访者曾购买过盗版教材，其中86.8%的受访
者觉得高校正版教材贵，21.5%的受访者觉
得非常贵。

2015级财务管理专业某班的吴柯还记
得，大一时，班级的教材都是根据学校开具的
书单在图书馆采买正版教材。后来有几名学
长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拿到了教材的电子资
料，从此他们班的教材都是“复印”版，“我们专
业的教材不但多而且贵，复印教材实在比直
接购买正版教材要便宜得太多了。”

就读于武汉某一本院校艺术设计学院
的李然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大二下学期，学
生自己购买的3本教材中，有本市场营销的
教材定价是 120 元，复印只要 12 元；英语选
修课的正版教材共有 4 册，每册 70 元，复印
只需11元。

“虽然通过学校买书会有折扣，但还是
比盗版书贵不少。”徐芳坦言，统一订购正
版教材每学期要花费400元左右，买盗版书
则会便宜一半。

教材管理缺乏透明度
除了价格贵，收费制度不透明也是一

些大学生不愿意通过学校统一订购正版教
材的重要原因。

李然清楚地记得，大二下学期，每名同
学向班委交了 265 元用于购买本学期所需
的 4 本教材，其中由学校统一订购的 3 本教
材定价分别是 32 元、45 元和 68 元，老师要
求网购的一本教材价格为 61.6 元，“怎么算
也没有265元啊！”

“还有一本书正在加印中，多交的钱是
那本书的订金。”尽管班委努力解释，但在
李然和同学们看来，“教材费这么贵，至少
应该公示明细”。

与前面学校的收费制度不同，入学时，
武汉某 211 高校会向每名新生收取 1000 元
教材费，然后根据每学期费用自动划扣，多
退少补，一些院系甚至把大学4年所需课本
一次性发齐。

领到教材之后，对照着本专业的培养
方案，该校文学院的林峰发现自己少了《中
国近代史纲要》等3本书，教务处的解释是：

“你们学院账上的钱不够了。”
“只让交钱，但从不公示划扣明细，难

免让人多想。”林峰说，班上同学私下怨言
不少。

利用率不高广受诟病
今年4月，武汉某工程类大学新开设了

一门市场营销的课程，班干部在班级群里
询问大家是否愿意购买教材，立刻遭到了
一致反对。

该班学生表示，根据以往经验，教材上的
内容老师的课件里都会有，在上完课后，老师
都会将讲课时用到的课件上传到班级群里，
复习和考试时也都是参照课件和老师提供的
相关论文，“现在我们上课基本都是用电子资
料了，一学期的课下来，教材都没用过。”

“实际上老师们上课大多不用教材，期
末我们会把课件拷下来复习。”一年半下
来，林峰能够清楚地说出那些没有用过的
课本：“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还
有两册英语书。”

大二下学期过后，李然花59.8元购买的
《中文Premiere Pro CS5 视频编辑剪辑制作精
粹208例》和68元的《大师镜头：拍出对话场
景的100个高级技巧》最终被束之高阁，“除非
自己感兴趣，有些书4年也翻不了一次”。

2015 级广告学专业的阮楠则认为，很
多课程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都有大量的相关
资料和论文，其丰富且专业的内容比起教
材来说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何扭转盗版之弊
“希望学校在教材订购和收费的过程

中能够更加公开、透明。”李然向记者表
示。李然的室友刘希也持有同样的意见，
她认为学校应该将书单、费用、订购流程和
收费明细的相关数据公布出来，让学生也

参与其中，而不是处于一种“除了交钱以外
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

在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读研
究生的张耀看来，大学生作为使用教材的
主体，应该参与到订购教材的环节中，促使
整个制度更加公开透明。

“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急需获得的是知
情权而不是参与权。”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
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刘永存认为，
上课之前，任课教师有义务向学生解释为
什么选择这本教材，然而很多教师都忽略
了这一环节。他还建议将指定一本教材改
为推荐几本参考书，由学生自己决定选择
哪一本，通过何种方式购买。

刘永存分析，高校教材利用率低的一
大重要原因在于“网络时代学生的学习模
式与传统的教育体系产生了冲突”，碎片化
的阅读习惯和“有用即来”的学习理念让学
生们倾向于直接获得答案，而不是通过阅
读教材建构系统的知识框架。

在刘永存看来，“执法难”也是盗版教
材泛滥校园的原因之一，“这类书店和复印
店规模小、数量多，违法所得金额难以统
计，执法部门监管难度大，即使被查处，违
法成本也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
师、资深律师王敏敏表示，学校附近文印店
小规模售卖盗版复印教材主要涉及的是民
事追责和行政查处问题，即使情节严重，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也只是没收主要用于制
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

“不尊重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会导
致教师没有编写好教材的积极性，教材由
此粗制滥造的很多，这也是我国高校难有
经典教材的原因。”谈起盗版教材的危害，
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盗版教材还应
当为高校教材质量日益下跌埋单，而教材
质量低下又是盗版教材泛滥的诱因，这其
中的恶性循环“不单是依靠学生自觉、学校
规范就能解决的”。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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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暑假，并不代表放飞，学生
们都有满满的作业。这两天，记者
收集了一些学校的作业任务，主要
有语文、数学、英语和体育作业。

记者发现，很多学校取消了传
统的暑假作业本，转而用时尚的
APP、微信打卡等方式布置作业。

数学作业APP上完成
题目很有生活气息

这个暑假，浙江省杭州市下沙
中学七年级的数学作业蛮特别的。

数学老师要求学生下载洋葱数
学APP，用手机注册，加入班级，每天
定量完成 APP 上的作业。同时，家
长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洋葱数学家长
端，绑定学生洋葱数学账号。这样
家长可以起到监督作业的作用。

学生们要做的数学题目很有意
思，有一道是这样的：新个税法拟将
个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至每月

5000 元，请计算父母应缴纳的个税
变化。有家长看到这道题调侃：“题
目很新鲜，多少工资都暴露了。”

类似具有生活气息的题目还有
很多，比如画出自家的房屋平面图，
并根据自己的观察，为空间优化提
出建议；和小伙伴一起为小区保安
设计一条最优巡逻路线；统计你在
暑期的花销，假期结束时分析自己
的消费情况；阅读一本有关数学史
方面的书籍。

体育作业天天有
要拍视频微信群打卡
有一项暑假作业几乎天天有，

就是体育锻炼。很多学校要求学生
们每天微信打卡。

“体育作业压力大了，老师要求
我们天天运动，还要拍视频发微信
群里打卡，大写的累啊。”一名五年
级学生吐槽说，他收到的体育作业

是跳绳、跑步、球类运动，和以前不
一样，体育老师要求拍摄运动视频，
发到微信群里打卡。

“打卡后，老师还会留言评价，
比如看到谁谁谁已完成打卡，哪里
还需要改进，搞得我们偷懒都不行
了。”这名学生说。

记者发现，体育作业进行量化，
比如每天跳绳，分 3 次做 3 组等，还
要进行微信群打卡，已经成了大部
分体育老师的标配做法。很多家长
也赞同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孩子们
良好的生活锻炼习惯。

传统作业本可以不做
阅读必不可少

记者从收集来的作业单上发
现，很多学校淡化了传统的暑假作
业本，阅读写作成了重头戏。

一名语文老师说，暑期虽有两个
月时间，但学生们要上各类培训班，

还要外出旅游，所以留白的时间并不
多。所以她布置的作业中，作业本可
以选择性做，但阅读必不可少。

杭州市教研室附校二年级的阅
读作业是：选择一本书，每天阅读半
小时，推荐书目《安徒生童话》《小河
弯 弯》《中 国 成 语 故 事》《笠 翁 对
韵》。暑期结束时，做一份读书小
报。另外一所小学，给全校学生按
年级开了一份书单，下学期开学第
一天，学校安排统一的阅读测试。

除了阅读，还有朗读作业，很多
语文老师也相当重视。比如，每天
朗读一首古诗或是一段古文，发语
音到微信群，老师会检查并指导。

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暑期作业
单，家长们怎么看呢？记者调查中，
大部分家长都表示认同，暑假可以
适当放缓节奏，但还是要保持一定
的学习状态，不然假期玩太嗨，开学
会很痛苦。 据《钱江晚报》

一些大学生
为何选择盗版教材？

连日来连日来，，记者走访湖北记者走访湖北
省武汉市的多所高校省武汉市的多所高校，，发现发现
大学教材盗版现象正愈演愈大学教材盗版现象正愈演愈
烈烈，，正版教材太贵正版教材太贵、、教材使用教材使用
率低率低、、盗版教材监管难是背盗版教材监管难是背
后的主要原因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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