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3 日， 经江苏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江苏省奖
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 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而 1995 年通过的条例
同时废止。 在界定见义勇为人员的定义
时，将“不顾个人安危”表述删除，强调对
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既肯定大义凛然、不
怕流血牺牲的见义勇为，更鼓励、倡导科
学、合法、正当的见义智为。

江苏省为见义勇为立法， 足见其对
见义勇为的肯定和推崇。不过，见义勇为
有时具有潜在风险。 比如， 自己不会游
泳，盲目下水救人，很可能人没救上，还
要搭上自己性命。倡导“见义智为”，特别
要强调青少年施救时不去做超越自身能
力的行为，而是采取科学、合法、正当举
措， 有利于避免自己见义勇为时无效施
救，减少无谓的流血牺牲。这是与时俱进
的具体体现，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是
人文关怀，更是法制和文明的进步，需要

进一步在更大范围推广。
事实上，倡导“见义智为”，不少地方

已有成功实践，受到广泛社会认同。2016
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武汉市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不再鼓励“不
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为。《福建省奖
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 同样删除
了“不顾个人安危”的有关字眼。新版《中
小学生守则》中，此前《中学生行为规范》
中的第四十条，即“见义勇为，敢于斗争，
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要进行劝阻”的
规定被删去了。这主要是因为，在青少年
尚不具备相关能力情况下， 不冒然施救
有利于保护青少年生命安全。

当下， 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对
“见义智为”进行更广泛的宣传,使公民懂
得：见义勇为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而应具备
正确方法，科学有效。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
问题是，倡导“见义智为”，更要让青少年学
会“见义智为”，做好青少年安全教育。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2002 名 18 至 35 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4.9%的受访青年坦言在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把他
们的想法强加给自己。 59.4%的受访青年建议父母
合理设置预期，不要苛求孩子，56.7%的受访青年建
议父母给孩子树立榜样。

（11月 27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的父母被称为“世上最累的父母”，他们真

正做到了“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他们
总想把世上最好的东西送给孩子，哪怕自己苦点累
点也无所谓。 因此，也就造成了他们成为世上最武
断的父母———据调查，84.9%的受访青年坦言在成
长的过程中父母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自己。

当然，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父母的关心、教育、引
导，但过分的掌控甚至粗暴地干涉会让孩子缺少自
理、自立和自强能力的培养，对他们的成长不利。 父
母可以给孩子必要的建议、引导、支持，而孩子同样
有权选择采纳或者拒绝。 做到这一点，父母与子女
的矛盾就会少很多。 父母绝不能主观地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给孩子。 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父母也不必
强求孩子，应该尽量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

其实，家庭教育是一门艺术，父母给孩子最好
的爱是学会尊重孩子、尊重他们独特的思想，要大
胆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去摸索、去拼搏，即使失
败了，也会从失败中得到教训。 世界时刻在变化，依
照父母的人生经验生活即使侥幸成功了，最多不过
是在重复父母的人生， 根本不会开拓出崭新的天
地，不会活出人生最绚丽的色彩，更谈不上“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的境界了。

总之，“把想法强加给孩子”不是家庭教育中应
有的常态，84.9%的受访青年坦言在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自己是令人痛心的状况，
必须引起家长的重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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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 林日新

“把想法强加给孩子”
不应成常态

日前，《北京日报》 记者走访海淀区黄庄一带十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
现，为招到学生，辅导机构不论是拿别人家孩子成绩说事儿，还是以培养习
惯之名劝说家长长期报班，无一例外地都在营造一种“报班”的紧迫感。 有
教育专家认为，当前，校外辅导热这样的“竞技教育”导致家长焦虑，而培训
机构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焦虑。 为辅导班降温，有赖法律和监管措施的完
善，以及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石向阳

椒言辣评

@ 读者刘云海 性别平等教育
确实需要， 但不必在小小的称呼上
过于较真。 事实上，“小男子汉”“小
女生”一类的称呼，很多时候不仅仅
是一种性别上的区分备注， 更是对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天真可爱给出
肯定， 只是让人听起来感觉亲切而
已， 本身并没有违背性别平等的基
本原则。 认定“小男子汉”“小女生”
的称呼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缺乏足够
的理由支撑，不过是一家之言。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王辉
庆 将某些职业、职位、成就或个性
特点固化于某种性别是不对的，不

利于激发不同人的潜能。 不过，“男女有别”
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体格相对健壮将男同
学称之为“小男子汉”，因体格相对娇小将女
同学称之为“小女生”也可以理解。 有人认
为，男女平等要从改变称呼入手，笔者倒认
为，真正实现性别平等要落到教育的细节之
中，而不仅是称呼。

@读者王学明 对大部分人来说，“小男
子汉”“小女生”这样的称呼或许早已习以为
常， 在大家的意识里男生就要勇敢刚毅，充
满阳刚之气，女生就要温柔文静、知书达理。
可对孩子来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性格的
权利，运用错误的性别观教育孩子，是极不
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学
校开展性别教育很有必要，纠正“小男子汉”
“小女生” 的刻板称呼有助于性别平等观念
根植中小学生心中。

@读者许兵 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矫枉
过正。 任何一个男生都应当有男子汉之美，
这也是社会、家庭、国家对他们的希望，要是
不教导男生勇敢坚强，讲责任、有担当，今后
谁去守卫边疆？ 现在我们缺少的不是男生，
而是男子汉；缺少的不是女生，缺少的是男
女互相尊重。 作为教育机构，让小男生、小女
生懂得两性各有各的优点和特点需要互相
理解才是关键。

近日，天津市下发《关于在我
市中小学开展性别平等教育的通
知》，称 12 月份开始，在全市中小
学校实施性别平等教育工作。 但
在试点活动中有班级用到“小男
子汉”“小女生” 等词引起了性别
平等专家注意。专家提醒，这两个
词带有性别刻板印象，只称呼“男
生”和“女生”即可。 此新闻曝光
后，引起了网友热议。

（11月 28日 新浪新闻）

辅导班热放大家长焦虑

近日，浙江大学一篇以“云吸猫”（自己
没养猫，却在网络上通过观看猫的照片、视
频得到乐趣） 为研究主题的传播学专业硕
士论文在网上传开了， 作者在文中提出了
通过网络看猫的“云吸猫”现象，并认为这
种“吸猫”为“精神鸦片”，引发网络广泛热
议。

（11月 28日 文汇网）
可以说，近年来类似“云吸猫”这般涉

及学术研究层面的“奇思异想”并不少见，
从《八角茴香对卤鸡肉挥发性风味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到《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
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行长的面部宽高
比影响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 等等，“奇葩
论文”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个别现象，其
背后的根由到底是什么， 是非常值得认真
探讨一番的。

不可否认的是，抛开这些论文的学术
价值不谈，它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谓
是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一种映射。 正如

“云吸猫”的作者在回应时所言及的，她和

她的导师都是“吸猫”群体，因而就地取
材， 倒不失为一种较为中肯的研究态度。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因喜爱便
选择以此为题， 可见是真正的感兴趣，并
非刻意敷衍、 草草了事或是权宜之计，这
同样是建立在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层面上
的一种探索与研究；也正因此，面对人们
的质疑之声，这篇论文的作者不仅没有惊
慌失措，反而在回应中坦承了自己当初选
这个研究主题时的纠结与挣扎，最后还是
坚持了下来，论文也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
的认可。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一定的道
理，现代文明发展至今，社会理应呈现更多
的克制与包容， 尤其对一些不同于过往时
代的、有别于人们传统认知的存在或形式，
更需要保持一种理性的克制或耐性。 特别
对于那些看惯了生活日常中“一本正经”审
美的人们，偶尔来点这种“怪异”或与众不
同，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从传播学角度来
看， 消费时代一切都可能成为大众娱乐消

费的对象，特别是在手机终端普及之后，大
众文化消费开始变得越发广泛与随意。 在
这样的语境之下，惟有“奇葩”更易于让人
们记住，以“奇异”来换取关注，这种“不按
套路出牌”让这些“与众不同”在短时间内
以非常态的速度向外传播开来， 也许正中
某些“奇葩论文”作者的下怀。

当然，这里我们需要区分那种“为了奇
葩而奇葩”虚伪而做作的行为或做法，尤其
在学术研究层面， 要坚决杜绝那种有违科
学与常识、刻意而为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和荒诞不经的“怪异论”。可以肯定地说，并
非所有的打破常规都是值得推崇的， 有违
常识的瞎折腾、乱作为，即便有所谓的学术
研究，也是对现有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以及
学术资源的浪费或亵渎。而另一方面，也并
非所有的跨界研究或超乎寻常的研究视野
都能开出为人们所信服、 有真知灼见的学
术之花， 而往往还存在有违学术伦理和学
术规范的可能，这不仅不值得提倡，更多时
候需要明令禁止。

学术研究“云吸猫”，是用奇异换关注？

倡导见义勇为
要以安全为前提
□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班主任说，那儿有网吧、健身房，每天的工作
也很轻松， 一个月还会给 3000 元工资。 去了才发
现，每天从早到晚组装灯泡，并没有工资……”西安
技师学院 15 岁的一年级学生李丁（化名）说起学校
组织的社会实践，认为学校欺骗了他们。

（11月 26日《华商报》）
社会实践重在学习性，其目的是让学生在实践中

学习。一般而言，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时，往往
会安排学生参与与自身专业对口或相近的工作。而将
学生安排到密闭的工厂车间内，重复“组装灯泡”，对
于专业学习毫无必要，置学生利益和前途于何地？

违规实习现象屡禁不绝。 在很多新闻事件中，
校方和教师以社会实践等名义，安排学生到工厂车
间等岗位无薪实习，而企业方则暗中给校方“人头
费”，由此形成了利益输送链条。

在此事中，相关企业和学校涉嫌违反《职业学
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该规定明确禁止“安排、接
收一年级在校学生顶岗实习”和“安排未满 16 周岁
的学生跟岗实习、 顶岗实习”。 学校将此举解释为

“社会实践”，不足以撇清相应责任。
更为严重的是，学生本应获得的劳动报酬也被

拖欠。 相关规定明确，企业应参考顶岗实习学生的
工作量等因素，合理确定实习报酬，“原则上不低于
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 80%”。 而校方
承认“全部学生是没有工资的”，表现较好的孩子，
厂里面会以补助的形式给予奖励。

职业院校开展实习和实践活动，能够提高学生
的动手能力，这也是实现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不可或
缺的核心环节。国家亦明确支持“工学交替”。然而，
如果将学生放到与专业学习风马牛不相及的无关
岗位，不仅难以达到实践育人标准，还会浪费宝贵
的时间，影响学生专业发展。

依法保障学生权益， 仅靠落实有关法律法规，
加大对相关企业和学校的处罚力度，建立黑名单制
度等，恐怕还不够，因为这些都无法消除企业使用

“廉价劳动力”的动因。 因此，地方应该积极为职校
学生开辟实习渠道，给予愿意接收实习生的企业一
定政策支持或补贴，以此鼓励企业接受实习生。

莫把违规实习当实践
□ 韩中锋

□ 张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