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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一亿粒米”的奇葩作业何时休

“颜值”不是唯一出路

□ 栗中西
□ 李丽贤
你动手数过亿以上量级的东西没？ 如
果网友告诉你， 一亿粒米不吃不喝要数三
年，重达两吨，你认为“数一亿粒米并带到
学校”这种题到底是物理题、劳动题，还是
脑筋急转弯？反正已经不是数学题了。广东
佛山一位数学老师因为布置了一道这样的
数学题， 上了热搜， 成了网友们的讥笑对
象。
（9 月 7 日 澎湃新闻）
闹出这种笑话， 不是数学老师算术没
学好， 而是映射出现在某些老师在调动家
长参与教学时的随意态度。 粗线条、 大喇
喇，别说制定详密的教学计划，连基本的过
一亿”这个概念，
过脑子都做不到。要认识“
就让学生去数米，被家长指出不当之后，并
没有意识到不妥，还硬邦邦地答道“一粒一
粒地数”“食物袋装好带回学校”。 虽然，之
后事件惊动了媒体，老师做出了解释：只要
求“估算”1 亿粒米，而不是要求一粒粒地
数。 但之前老师说的可是“
要装好带回学
校”的。 到底是事后迫于舆论压力改口，还

是之前表述有误， 这个就有待相关部门去 业， 实际上人为放大了家庭出身带来的教
调查。
育差距。
不过，众人铺天盖地的酸话，并不完全
更值得警惕的是， 在强调亲子互动的
是冲着这位佛山数学老师而去， 而是现实 各种教学“创新”和考核指标引导下，一些
生活中要求家长参与的课外题真的越来越 老师已经形成了作业“缺家长不可”的潜在
多、越来越难了。 除了检查作业签名、批改 观念，家长可参与可不参与的，都要求家长
题目、做手工、带孩子默写单词这样的硬性 参与。 长此以往，老师慢慢滋生惰性思维，
任务，还常有五花八门的软性作业，比如创 “为了互动而互动”， 也就不去考量家长作
意 PPT、社会调查、演出排练之类，家里没 业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于是才会出
数一亿粒米并带到学校”这般极端
有几个文武双全的家长， 怕是搞不定孩子 现了像“
的家庭作业。
形式主义的作业安排。 它不遗余力地向孩
强调家长要参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无 子们展示老师的不负责任、信口开河，制造
可厚非， 称职的家长无法像上一代家长那 负面的教育影响。
样当甩手掌柜，这是教育观念的进步。 但是
虽然此前类似案例和争议已经不少
矫枉过正，让家长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从 了，但从结果来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
教孩子变成考家长，不仅加重家长负担，还 边界究竟在哪里是常论常新的题目， 对此
是一种变相“拼爹拼妈”，造成新的教育不 我们谈论的不是太多而是还不够： 让老师
公平。 文化程度低的家长，遇到难题连上网 们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地开展教学，让“数
检索求助都做不到， 孩子回学校除了硬着 一亿粒米并带到学校”之类的奇葩作业，不
头皮受批评还能怎么办？ 过分强调家长作 再折腾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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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大学开学季，对
于从高中考入大学的孩子们来
说， 他们将要面临全新的生活，
这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每
年的新生报到，我们往往会看到
很多前来送孩子的家长大军，那
么大学生开学，家长要不要送呢？
（8 月 29 日 东方头条）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
平 家长一路相伴陪送孩子上大学，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护犊之情，但其实
更多是对孩子独立生活的不自信。 且
不说影响家长自身工作，增加家庭开
支，带来学校及周边服务压力，仅从
大学生成长角度而言就是不可取的。
要知道，大学生已经具备应对社会生
活的潜能， 犹如小鸟已经长满羽毛，
母鸟如果总是牢牢将小鸟拴在自己
身边，它能独立翱翔天空么？
@ 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离开
父母，步入大学，准大学生们翻开了生活的全
新篇章。 所谓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而且
孩子考上大学是家中的喜事， 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一家人去送孩子上学，一起分享这份
喜悦，何乐而不为？ 所以，陪送子女入大学报
到，既有多方面的实际意义，也是一种情感的
需求。
@ 读者刘云海 家长送孩子到大学报到，
并不是怕孩子不会走路，找不到学校，不知怎
么报到，而是出于一种关心，也顺便看看孩子
就读的大学情况， 毕竟孩子要在这里度过四
年时光，而且第一次需要带的东西也比较多。
而大一过后，子女上个学应当不成问题，这个
时候有必要让子女锻炼一下自己。
@ 读者许兵 子女上大学，家长是不应当
相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十八岁了，该独
立了，该放手了，那么就从鼓励、支持孩子独
自上大学开始。 当然，在“放手”之前，应让孩
子做好充分准备：一是查阅路线图，教导安全
出行的知识； 二是告诉孩子“儿行千里母担
忧”，要让孩子及时汇报行程；三是有同校的
同学，还可以邀约一同到校，锻炼与人相处的
能力，提高情商。
@ 读者黄根华 仅仅为送孩子上大学，家
长舟车劳顿实属没有必要。 但是如果和孩子
一同领略山水风光， 旅游到校也是一个好方
式。 父母可以借送孩子上大学的契机，锻炼孩
子的独立生活能力。 具体而言， 在行程安排
上，完全由孩子做主，在出行中培养孩子的统
筹协调能力、 组织能力、 独立意识和独立能
力；要借旅游增进和孩子的亲情关系，平等地
和孩子协商事情，和孩子做朋友。

孩子肥胖 父母有责

近些年，儿童肥胖率上升较快。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首都儿科研
究所等多个单位专家联合编写的 《中国儿童肥胖报告》 显示，1985 年至
2014 年， 我国 7 岁以上学龄儿童超重率由 2.1%增至 12.2%， 肥胖率则由
0.5%增至 7.3%，分别增长近 5 倍和 14 倍。
对此，有专家建议，预防和改善儿童肥胖得从“食育”开始。“食育就是
饮食的教育或健康教育，即教育孩子从小就要认识到什么叫饮食有节、起
居有常、劳作有序，父母应该教育好孩子从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
石向阳

别对生僻字姓名少见多怪
□ 段思平
又到了一年一度开学季， 有些新
生名字中存在生僻字， 让老师点名时
犯了难。 一位老师在网上吐槽说，“班
上有一个叫吴妲芳的硬是被自己叫成
了吴姐芳， 不管怎么撕心裂肺地叫都
没有人搭理”。 还有不少孩子的名字笔
画很多，例如“爔 ”“
曦”“
灏”等。
（9 月 4 日《钱江晚报》）
老师在点名时发现学生名字中有
不认识的生僻字，念了白字无人应答，
这可不怪学生名字起得不好。 原因很
简单， 学生花名册不是在点名前一刻
才发到老师手中的， 一般新生正式开
学前几天， 老师就上班着手准备开学
各项事宜了，花名册早已拿到了，到了
点名时才发现不会念， 这只能说明老
师的工作没做到位。
生僻字往往笔画较多或者字形
复杂，老师不认识也很正常；但作为
老师，应该明白一点，无论看起来多
么生僻的字，既然作为学生的学名出
现在花名册上，说明这个字已经入了
学生户籍，是被收录在公安部门“姓
名字库”中、具有“官方身份证”的汉
字，绝不是什么自造字。 对于这样的

汉字，正确的态度绝不是调侃，而是
去学习和了解； 通过一个孩子的名
字，让老师和全班同学了解一个生僻
汉字的读音和意义，对于汉字的传承
也是一件好事。
更何况，生僻字只是个相对概念，
对人们来说，一个汉字陌生还是熟悉，
也会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比如早
些年，人们看到“喆 、堃 、焱 、犇 ”等字，
都觉得是生僻字， 但是随着这些字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姓名中， 认识它们的
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今天的生僻字，如
果被人们发掘出其特殊的含义与价
值， 也许就会慢慢成为将来起名字时
的常用字。
总会有人善意提醒， 生僻字起名
有风险，希望家长在起名的时候慎重，
避免给孩子造成麻烦。 这里面有些担
心是多余的，譬如有人说，假如一个孩
子起的名字是生僻字， 老师就会避免
在上课时点他回答问题， 同学们也可
能叫不出他的名字。 其实，一个生僻字
再生僻，老师、同学看十遍二十遍也记
住了，就不会将其当生僻字了，怎么会
影响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呢？

校园“求美”群体的不断壮大，折射出社会审美
观念的转变。 整容从“不光彩”变得“无可厚非”，不
仅是年轻人，不少 70 后父母也在为孩子的“求美”
行为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甚至把整容当作给孩子
的“
开学礼物”。
（8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
青年学生整容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一方面，
当今社会这个大舞台对所有“演出者”的要求越来
越高，就像演艺明星有颜值就可能星途坦荡，名利
双收。 同样的，求职者如果一表人才，就可能在面试
中占有优势。 另一方面，整容机构联合媒体夸大宣
传以吸引消费者，牢牢套住了爱美心切的孩子和家
长。
一个人的容貌固然重要，甚至可能会给求职或
工作带来一些便利。 但好的容貌只是一块敲门砖，
绝不是唯一的途径。 像演员这样的职业对从业人员
的颜值要求确实高，但也不只是靠颜值，还要求有
演技讲艺德。
即便演员这样的职业，也有大把以实力取胜的
例子，且高颜值职业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 整容费
用昂贵，还有不小的风险，青年学生们真的没必要
盲目走上“求美”之路。 何况颜值并不等于成功，反
而有的大学生在整容成功后想着“靠脸吃饭”，不思
进取，导致贻误青春。
笔者认为， 比容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责任
心、品行、工作能力和富有文化底蕴的从容自信。 因
此，青年学生无论是面临何种境遇，都不必把颜值
看得过重，而应努力提升自身实力，提高自身素质
和修养。
首先，青年学生应充实自我。 不断学习，丰富自
己的学识，增长才干，提高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特
别是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精， 这才是长久之计。
其次，修炼个人的谈吐气质。 每个青年学生都应该
多学多练说话的本领，做到说话时思路清晰、语言
准确、重点突出、表达简练。 最后，有意识地让自己
变得自信、乐观，更加从容地对待生活，这种“自信
美”往往比颜值更加动人。

“花式入学”意义非凡
□ 武冈市湾头桥泉塘中学 林日新

又是一年开学季， 安徽各校园正式进入新学
期。 为了迎接这些新鲜面孔开始全新的校园生活，
学校采用新颖有趣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祝福：朱砂
开智、走红毯、定制版安全读本……一场场有趣的
开学礼开启了孩子们求知的大门，引导孩子们制定
新目标，开启积极向上、文明有礼的新学期。
（9 月 3 日中国新闻网）
人生需要一些必要的“仪式感”，特别在当今
这个人心浮躁的社会里，“仪式感”显得尤其重要。
“校园花式入学”：朱砂开智、走红毯、定制版安全
读本……一场场有趣的开学礼， 不仅体现学校领
导对开学第一天的重视，给学生带来快乐，更让全
校师生们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有助于师生更快地
投入到新学期的教育活动中去， 消除“开学恐惧
症”——
—中小学生在假期结束之后开学之始，所表
现出的一种明显的不适应新学期学习生活的非器
质性的病态表现， 心理学家们称之为“开学综合
症”。
生活需要举行必要的仪式。 首先，许多的仪式
是民族文化的精萃，举行必要的仪式是对古代优秀
文化遗产的继承，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举行必要的仪式，有助于培养人生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成人礼” 似在告诉年轻人从此
迈入了需要更多自尊、自立、自强的成年阶段；“入
职仪式”则在提醒当事者从此要尽职尽责，做一个
有职业道德的人。 最后，举行必要的仪式可以改变
一个人不良的心境，让幸福生活过得更慢些，还能
给人们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提高人们的幸福指
数。
这样看来，“
花式入学”意义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