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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围绕“校园禁手机”，校

方似乎有一个共识：中小学生缺乏自
制力，在学校用手机上网、玩游戏，影
响学习不说， 还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在这个基础之上，各所学校使出浑身
解数， 严禁学生携带、 使用手机，但

“疗效”似乎不尽人意。
譬如新闻中河南南阳这所中学，

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手机销毁大会”，
他们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将没收来的
手机“扔进水桶，用锤子砸烂”，似乎

想通过这样一场行为艺术，让学生早日放下手机、洗心革面。
学校的决心之大、手段之狠，让人瞠目结舌，但笔者认为，这不
是治本之策。

一来，学生之所以使用手机，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手机已
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可以说，人们的生活、休闲、娱乐
都离不开手机。 即便是一个中学生，也需要手机和父母、同学
联系，上网查找学习资料，了解校园之外的世界。

与此同时，这样一场“砸手机大会”，暴露出学校管理的无
力。手机没有原罪，砸烂学生手机，破坏了他们的私有物品，带
有明显的恐吓、威胁性质，其结果只可能有两种：或者，学生忌
惮学校的权威，不再使用手机；或者，学生心中的叛逆因子被
激发，和学校之间“用手机、收手机、砸手机”的猫鼠游戏愈演
愈烈。 无论何种结果，都与“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相悖。

换个角度想，我们的学校，禁过的东西不少，早恋、上网、
玩游戏……学校总想扮演一位严父的角色，用种种制度、纪律
管住童年的好奇心和青春期的躁动，却鲜有人愿意放下身段，
设身处地为孩子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用手机，为什么迷恋虚
拟世界，为什么不愿意与师长交心？ 只有解决心病，才能让学
生不玩手机成为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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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娅怎么看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张源 用销毁的方法来禁止学生私带手
机，站在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其出发点是避免学生在校受到手机的危害，
是为了学生好。 然而就学校管理来讲，这种方法过于急功近利、简单粗
暴，只会激化矛盾，增长学生的逆反心理。 在笔者看来，如果学校一直以
来都有良性的管理系统，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学生以身试“法”。 学生私带
手机这种禁而难绝的问题，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教育学生明白利弊做好自
我管理，学校在此基础上再做监督疏导，让手机控学生慢慢消失。

@读者杨欣 如今不少年轻人严重依赖手机，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也带来很多心理问题。为此学校出台不少措施，可谓方法想尽，但收效甚
微。有网友说，“只有销毁才能让学生长记性。”对此，笔者表示可以理解。
遥想当年，笔者所在的高中为了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规定女生一
律剪短发，虽然毫无人性化可言，但事实证明，学生能更加心无旁骛地搞
学习，不失为应试教育下的理智选择。 销毁手机同理，既然屡禁不止，那
就销毁，就像剪头发一样，减掉的是头发，立起的是规矩。

@江苏省盐城市沈灶小学单云鑫 “手机销毁大会”表面上看似乎
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用，但效果究竟如何目前还是一个问号。 学生带
手机进校园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大部分孩子带手机进校园是为了方便与
家人沟通，这样的销毁对他们来说略显残酷。 但也不排除部分自控力差
的学生沉迷于手机游戏等，败坏学校风气。对于这些孩子，学校可以多搭
建一些平台，如读书节、艺术节、科技节、体育节等，让这部分学生没有闲
暇时间玩手机，失去手机游戏等带来的垃圾快慰感，引导他们发挥好手
机的正能量效用。

@浙江省淳安县睿达实验学校刘云海 将学生手机直接进行销毁，
表面看来十分粗暴极端，却是当前教育困境的无奈之举。当前，学生沉迷
玩手机已成为各地教育之痛， 老师和家长采取的各种办法也已黔驴技
穷。也许有人会说可以由学校将手机先行没收，再交还家长，这样的方法
并非没有试过，但基本没有效果，因此，唯有“壮士断腕”一般的严厉整
治，才能真正震慑住学生私带手机的陋习，从而治标治本。若能因此将学
生从对手机的沉迷中挽救出来，那么，销毁区区几个手机又算得了什么
呢？

学生心中的手机能砸掉
新闻背景：今年 9月，河南南阳某中学举行手机销毁大会，几十部从学生手中没收来的手机被扔进水桶，用锤子猛砸砸烂。 8日，学
校工作人员回应称，带手机到学校不交给老师，一旦被发现就要销毁，“家长都很配合，一切都是为学生好。 ”（10月 10日中华网）

为“智慧食堂”点赞

从 2017 年下学期开始， 广州天河区华融小学的家长再也不用担心
孩子饭菜凉了。 该校从 9 月起推广“智慧食堂”，家长不仅可以在微信上
提前点餐，还有智能保温柜。每一个保温格的控温是 40℃，到了冬天最高
温能调控到 60℃，让孩子既不烫嘴，又不用吃冷饭。

“智慧食堂”的创举既保证了学生吃到热饭热菜，又能让家长为学生
提前选好兼顾口味和营养的个性化菜式，“智慧食堂”带来的改变不可谓
不大。 张涨 /文

砸手机不是治本之策

前几天， 浙江宁波镇海中学高一学生李
嘉楠在一项全国纸飞机比赛中获得留空时间
项目第一名，成绩为 13.8秒。 其实，这项活动
早就不是我们儿时记忆中的“折几下、 哈口
气、扔出去”的阶段了，而是上升到了竞技的
层面，甚至有了国际级的赛事，有了一整套的
方法和竞技规则，也有很多“别别窍”，要想玩
好也不容易。

（10月 12日《扬子晚报》)
感谢李嘉楠， 他让我们重新认识和更加

了解了纸飞机。可以这样说，纸飞机比赛是一
项大有意义的活动。

首先，这种竞赛的门槛非常低，只需要一
张纸，上到耄耋老人，下到少年儿童，都可以
加入进来，享受那份简单质朴的快乐。随着我
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器
材和活动设施不断增加，但不能否认的是，由
于地域的不平衡， 仍然有一些地方器材设施
贫乏。纸飞机比赛只需一张 70-80克重的 A4
纸， 这样的竞赛规则适合所有地区的学生参
与。

其次， 纸飞机比赛能培养青少年的动手
能力、探究能力。 折纸飞机似乎人人都会，但
要折好， 能够在竞赛中取得成绩蕴含着丰富
的航空动力学等知识。 此次助李嘉楠取得优
异成绩的“空中之王”纸飞机，外形就颇似美
国的 B-2隐形轰炸机。 这种样式的飞机机翼
面积大， 飞机的边缘折上去一段就可以让尾
部上翘，能尽可能长地在空中停留。这样的折
叠方式虽然已经在国际上流行， 但即使是同
样的折法，因为对重心、平整度、左右对称等
重要因素的调校水平不同， 最终的效果差距
也很大。李嘉楠就是通过十几次测试，最终才
发现纸飞机顶点到机翼的距离为 2.7 厘米时
飞机留空时间最长。可见，折纸飞机需要学生
有很好的动手能力、探究能力，有利于推动科
技知识的普及。除了折纸飞机需要探究，对周
围环境的判断， 投出飞机时的发力和角度也
都会影响着飞机的表现。所以，别看这是一项
最简单的竞赛，却是有着相当的技术含量。

再次，纸飞机比赛能促进学生锻炼身体，
培养调控心理的素质。投掷纸飞机，参赛者的
个人身体素质对成绩影响很大。 目前纸飞机
直线飞行距离的世界纪录达到 70 米，是美国
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在一个仓库里创造的。 能
够取得如此佳绩，除了场地的情况较好，科学
的投掷方式之外， 更与参赛者过硬的身体素
质密不可分。因此，要想在纸飞机比赛中取得
良好成绩，还得不断强健身体，这有利于推动
青少年进行体育锻炼，推动全民健身。

纸飞机比赛
应大力推广

□ 关育兵

�������表扬是最具有积极效应的一种教育方
法。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说过：“人性中
最深切的本质是被人欣赏的渴望。 ”可见，表
扬可使人获得愉悦、 满足， 有利于产生自信
和成就感。 然而，表扬也需要一定的技巧，运
用得好，可成为教育工作的一剂良方。

一、好话好说，给孩子积极暗示
孩子有了进步，本是好事，应该得到肯定

和赞许， 如果给表扬加上否定阴影， 就会在
无形中打击孩子的积极性。 比如有的老师把
给盆栽小西红柿浇水的任务交给孩子， 可孩
子经常忘记给小西红柿“喝水”，但是最近几
天， 他却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老师心里虽满
意，嘴里却说：“你这几天终于记住了自己该
做的事，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明天别再
忘了。 ”这样的语言强化了孩子过去的弱点，
孩子听后， 认为自己在老师眼里还是“坏孩
子”。 还有的老师遇到这种情况会说：“今天
终于没有做错，了不起！ ”这样表扬很勉强，
也隐含着批评， 让孩子感觉白白努力了，认
为老师的眼睛总盯在自己薄弱环节上。 如改
变一下表扬的方式，则会更好些：“谢谢你给
西红柿正常浇水，你看，它的叶子都笑了，它

们肯定会越长越壮！ ”或者说：“你做得好，很
正确，继续坚持哦！ ”这样就会让孩子产生积
极的心理暗示：“我是优秀的，我干得好。 ”孩
子虽小， 也需实实在在的夸奖， 老师表扬的
好话应该好好说， 认真说， 让孩子知道自己
努力没白费。 正确的表扬应是好好分享孩子
的进步，让孩子更快乐，更自信，给孩子积极
暗示，正向引导。

二、好话细说，让孩子养成好习惯
表扬孩子应具体和孩子的主观努力相联

系，决不能无条件、大而空的夸奖孩子。 如果
常对某些孩子说：“你真漂亮， 你是班上最漂
亮的。 ”这样的表扬会让孩子认为自己天生美
丽是种无限的资本，容易让孩子变得自负，从
而慢慢地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或建议。 如果当
孩子将自己收拾干净或衣服穿着很整洁的时
候表扬他“这样才精神漂亮嘛！ ”这种具体细
心的表扬才是对孩子努力和付出表示肯定和
欣赏，让孩子明白你更重视他是否努力，更注
重他的好习惯。 还比如当孩子画画得好，与其
说：“画得真棒！ ”还不如仔细看看这幅画，体
会他的用意和用心，寻找称赞点，具体地说：
“这幅画画得好，颜色很好看，能否跟我讲讲

为什么选择这几种颜色？ ”从而激发孩子讲一
讲他是怎么想的。最后不妨再提一点建议，这
样更会引发孩子对绘画的兴趣， 让孩子乐此
不疲地继续画下去， 这样耐心细致的表扬会
让孩子觉得你非常重视他的作品， 这才是有
效的表扬，让孩子形成良好习惯。

三、坏事好说，促使孩子进步
表扬的最终目的是促使孩子进步， 当孩

子做错事， 我们应善于发现孩子在这件错事
上反映出的闪光点， 依然给予孩子表扬。 著
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办育才学校时，
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 一位男生用砖
头砸向同学，陶行知及时将其制止，并叫这位
男生到校长办公室去。 陶行知找周围的同学
了解情况后回到办公室时， 男孩已经等在那
里了。 陶行知掏出一颗糖给那位同学， 说：

“这是奖励给你的， 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
室。 ”接着他又掏出一颗糖，说：“这也是给你
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
你尊重我。 ”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两颗糖，陶
先生又说：“据我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
负女生，这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
颗糖。 ”这时，男孩感动得哭了，说：“校长，我

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陶先生于是又掏出一颗糖：“你已认错了，我
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
结束了。 ”

作为一名教师， 要善于发现和抓住表扬
孩子的机会，促使孩子进步。比如某孩子常迟
到， 老师应找到这个孩子其它好的方面给予
鼓励，让他找到好孩子感觉，另一方面只要他
一次没有迟到就应及时给予肯定， 孩子的坏
毛病就会慢慢改掉。如果老师天天盯着问题，
问题会越来越多，而天天发现闪光点，亮点会
更精彩。

赞美学生还要遵循以下几点：1、 赞美不
仅仅是口头的表扬， 也可采用学生乐于接受
的方式进行不同表扬，如一个微笑，一个鼓励
的眼神，一个竖起大拇指，都会让孩子激动不
己，也会产生更好的教育效果。 2、表扬要及
时、适度，真诚，与人为善，真实可信，就会更
有力量。3、表扬还要与适当批评相结合，最好
的方法应该是综合利用、实事求是，当孩子做
错了事，老师应该温和地批评开导；做对了就
要恰如其分、就事论事地表扬。 左右兼顾，孩
子才不会在成长的路上偏离轨道。

浅 谈 表 扬 的 技 巧 性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阳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