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霸王条款”
何时休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 林日新

11 月 17 日，网友“zzfa2008”在天涯论
坛发帖称“广西平南师范高中因学生带手
机进课堂开除 20 多人”，直指该校校规是
“霸王条款”。 该网帖随即引发大量网友的
转发和评论，许多网友都认为“学校的做
法太过分”， 并且呼吁教育部门尽快调查
此事。（11月 20日《南方日报》）

信息时代，手机不再是奢侈品，开始
大量涌入中学校园，然而，中学生带手机
进校园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是亲情纽带
还是玩物丧志？ 这确实是一个智者见智，
仁者见仁的问题。

从校方来看，学生带手机进学校的弊
端确实很多： 中小学生毕竟都是未成年
人，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有的甚至还用手
机考试作弊、上课时间聊 QQ、浏览黄色
网站、看电影等，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
健康和学习成绩。 学校为了让学生能专心
致志的学习，才出此下策规定一条：“带手
机进入学校要被开除。 ”

然而，从《教育法》的规定来看：校规
应该由学校、学生、家长共同来制定，而学
校单方面制定的校规往往带有强烈的行
政意图而不是教育意图，其结果是没有维
护学生的利益，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诚
然，学校的这一举措对禁止学生带手机进
校园的现象确实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
果。 但是，不能否认，手机确实有通讯、联
络作用，现在的留守儿童多，学生可以在
放学之后， 或休息时间与父母打打电话，
联络联络感情，汇报汇报学习情况，手机
就成了亲情的通道，这也是对留守儿童家
庭教育的一种方式;另外，和家长保持联系
让父母更放心;也可以让学生更接近社会，
了解国家大事，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安全
问题时能及时求救等等。

总之， 笔者认为处理手机进校园这
事，强制严堵不如因势利导，学生到了学
校以后，把手机上交，让班主任统一管理，
也可以让值日班长来执行，在放学或休息
时可以发还给学生。 当然，学生的主观性
是很强的，学校平时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
教育，端正其学习态度，提高其自制力，让
学生能自觉控制自己。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
改变学生的思维动态，去争取一个双赢的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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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镜”扎堆
让人忧

日前， 北京市卫生局发布的《北京市
2010 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
示，2009~2010 学年度北京市中小学生视
力不良检出率为 59.96%。 随着年级的升
高，视力不良率也随之增加：小学六年级学
生的视力不良率为 63.4% ， 初中生为
71.0%，而到了高中阶段，这个数字更是达
到了惊人的 84.8%，也就是说，在 100 名北
京高中生中，只有 15人的视力符合正常标
准。

今年 9月，由教育部、卫生部等 6 部委
联合开展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
中， 各年龄段视力不良检出率与北京市这
次发布的调查数据基本相当。 值得注意的
是， 低年龄组的视力不良检出率增长非常
明显，在 7岁的小学生中，配戴“小眼镜”的
人数较 2005年增长了 10%左右。

说到“小眼镜”扎堆现象，专家给出的
解释是，除了遗传等先天因素外，长时间的
过度用眼是最主要原因。 对如何避免更多
的孩子加入“小眼镜”行列，给出的答案更
是出人意料的简单———让孩子出去玩。 有
研究数据表明， 孩子在户外玩耍的时间越
长，其视力下降的可能性就越低，每天在外
面玩 3 个小时的孩子几乎就没有戴眼镜
的。考虑到目前学生作业较多，专家建议每
天至少让孩子在外面玩 1个小时。

或许，许多人都与笔者一样感到困惑，
如此简单的措施，按理说，每个学校都能普
及、每个家庭都能做到，为何“小眼镜”的比
率却居高不下、有增无减？ 其实，“小眼镜”
折射出的是社会大问题： 在竞争日益激烈
的社会现实面前， 家长希望的是孩子从一
开始就处于领跑的位置， 而不管是跑向快
乐健康的方向， 还是压抑天性不快乐的方
向。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校追求的
是片面的升学率， 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抓了
智育，丢了体育。 于是，在孩子用稚嫩的声
音背诵唐诗宋词逗得长辈们开怀大笑的时
候，在忙于各种课外练习、穿梭于补习班兴
趣班引来家长们赞许目光的时候， 在稳步
攀升的成绩和名次能让学校老师心满意足
的时候，他们却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自
己的眼睛和身体。

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诗中写道：“许
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 但儿童不能
等。 他的骨骼正在形成，血液正在生成，心
智正在发育。对儿童我们不能说明天，他的
名字是今天。 ”面对“小眼镜”们眼里的渴
望，我们要做的是，把时间还给孩子,让他
们有快乐的空间；把游戏还给孩子，让他们
有快乐的理由；把健康还给孩子，让他们有
快乐的资本；把童年还给孩子，让他们体验
人生快乐的价值。最简单的，我们每个人能
不能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每天让孩子
快乐地玩上一小时？

□ 徐娟

从“校长晚餐”谈起
11月 23日晚， 成都一所中学从 4000 余

名学生中遴选出了 19 名“尖子生”享受学校
表扬的“最优待遇”———和校长一同共进晚
餐。“入围标准”是看刚刚举行的半期考试成
绩，宴席由学校统一买单。同学和家长对学校
此举并不反对， 甚至在晚宴上有学生激动得
哭了起来。（11月 25日《华西都市报》）

与校长共进晚餐，这对于学生来说，确实
比较难得，但由此夸大这种效果，并因此而区
别对待学生，这就有待商榷了。只有“尖子生”
的“校长晚餐”显然变了味，也许会让享受这
种“最优待遇”的学生激动得哭起来，但对于
其他落选者来说，是一种鼓励？还是一种区别
对待的做法？ 这恐怕很难说得清楚。

认定“尖子生”的依据仅仅是学习成绩，
这显然是不妥的，而“校长晚餐”只将“尖子
生”纳入，是一种夸大以成绩、分数为单一标
准的评价体制的做法，是一种功利化的教育

放大化。 学习成绩的好与坏，仅仅代表的是
学生在学习这方面比较突出， 但在思想素
质、身体素质、平时表现等方面并不见得十
分突出， 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及一般
人。 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值得推广的，更不能
随意放大。

再者说了， 倘若这位校长想将自己的爱
倾注给学生，与其跟“尖子生”共进晚餐，倒不
如去食堂跟所有学生一起就餐。也就是说，跟
部分群体就餐，尤其是跟学习成绩直接挂钩，
不仅仅败坏了校长的形象， 更是其高高在上
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这位校长眼里，“校
长晚餐”就是最高奖励，就是“最优待遇”。 这
种官本位思想不仅仅会传染给学生， 也会让
身边的教育者受到影响，并效而仿之，如此一
来，只会助长这种以成绩、分数为单一评价制
度的不良风气。

此外，“校长晚餐” 的座位排序也是非常

有讲究的，都经过了专门的安排：高三文科第
一名、高一年级第一名紧靠着校长坐，其次按
由高到低的年级就座。这种分层次、分等级的
做法又更进一层， 必然会促使学校等级意识
更加凸显，让功利化更加大行其道。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校长晚餐很普遍，
也很正常， 比如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每月都有机会和校长共进晚餐， 每次 10 到
20 人，地点就在校内食堂，有什么吃什么，学
校事先会贴出通知，学生可自愿报名参加，无
优生差生之分。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尖子生”参与的
“校长晚餐”变了味，是在培养学生官本位意
识，和奖励无关，只关乎等级思想，只关乎功
利化教育。这种教育对于培养学生来说，并不
见得是一件好事，只会让以学习成绩、分数为
单一评级体制的做法更加畅行， 让素质教育
继续远离我们。

□ 陶功财

群众路线就是制胜法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
记、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21日在上海调研创
先争优活动。他指出，要以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为主题深入开展
创先争优，建立干部经常性联系和服务群众
的工作机制， 及时了解群众意愿和需求，把
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
对创先争优的满意度。（人民网 11 月 22 日
报道）

李源潮同志的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强调
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群众路线。我们党的
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让人民
群众满意，让群众高兴，让群众拥护，让群众
有尊严，让群众幸福。一言以蔽之，就是群众
利益大于天。 创先争优的活动目的，也就是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

11 月 3 日上午， 全省教育系统深入开
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在长沙举
行。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创先争优活动
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郭树人发表讲
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王柯敏作主题报告。 郭树人强调说，当
前创先争优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临新
的机遇，我们要坚持把提高认识作为工作前
提，把履行职责作为基本要求，把优化服务
作为追求目标， 把群众满意作为评价标准，
把搭建载体作为有效依托，把条块联动作为
重要保证。

“有的单位开展活动与业务工作的结合

还不够紧密， 立足岗位创先争优还做得不
够，存在‘两张皮’、‘空对空’的现象；少数教
育行政部门履行指导的职能还不够到位
等。”郭树人同志说的这句实在话，我拍手称
快，政治工作尤其是党内教育活动，一定要
实打实。教育系统的创先争优，要有所体现。
不能只体现在教学成绩上，不能只体现在教
学论文上，不能只体现在福利事业上。 要体
现在奉献精神上， 共产党员是否廉洁奉公，
是否不计名利。 要落实到群众满意的高度
上。

重视群众意见，要拓宽渠道，让群众有
说话的场所，有提意见的平台。领导干部要
真心实意，放下架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轻车简从，微服私访，听取意见。 对于诚恳
提出批评的群众，要视为挚友，不是批评、
打击、报复，而是表扬、采用、落实。 教育工
作是党的战略所在， 是科教兴国的基础工
程，千头万绪，更需要听民情，聚民智，争取
群众支持，让群众满意，才能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群众的智
慧和力量，是做好党的工作的根本保障。 创
先争优不是理论上的宣传和标榜，要在品德
和行动上显现出来，党的干部要起好带头作
用，全体党员要用奉献精神来铸造党的光辉
灿烂的形象，要让群众耳闻目睹，心悦诚服。
群众满意了，创先争优活动自然而然有声有
色有成效。

邵东县两市镇三小 罗立志

“镜光”刺眼 李法明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