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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振伟

数字校名难显内涵

“目前本市的很多中小学都是以数字命名，或者名字特别长，缺少文
化内涵……”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校长王蕾认为，这与
北京的文化内涵不太匹配。 据她了解，在北京 71 所百年老校中，大多数学
校的校名以数字命名。“在国际交流中，数字是没有任何文化意义的，很多
外国友人都对数字命名感到费解。 ”王蕾表示，中小学校是育人的地方，学
校命名也应呈现学校本身育人的特点。 王铎

近年来， 整容低龄化趋势越
来越明显， 很多未成年人都在做
整容手术， 甚至已经形成一股风
气，但其中的风险却经常被忽略。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建议，
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增加相
应规定， 像禁止未成年人进网吧
一样禁止美容整形手术， 对于违
反规定的家长和医疗美容机构进
行严惩。

（1 月 15 日《法制日报》）
@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曹灿

辉 未成年人希望通过整容提高
“颜值”，虽可理解，但潜在的风险
不可小看。 未成年人还处于生长
发育阶段，过早做整容手术，不利
于身心健康，还有可能产生意外。
未成年人的审美观还未成型，以

后可能会因为审美观念改变而后悔。 过
分强调外表美， 也不利于未成年人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 若“立法禁止未成年人整
容”，家长将无权同意未成年人实施整容
手术， 相关医疗机构对未成年人实施整
容手术也是违法行为， 这种对未成年人
的关爱呵护很有意义。

@ 麻阳二中张圣霖 只求“脱胎换
骨”而罔顾致命风险，未成年人整容确实
弊大于利。 但用立法来禁止未成年人整
容却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 就像实施已
久的“禁止未成年人进网吧”，虽然减少
了未成年人出入网吧的频率， 但还是有
学生逃课通宵打游戏， 甚至出现过在网
吧猝死的事情。 相较于网吧，美容机构更
难管理，有些地下美容场所更隐蔽，无证
经营者更多，更具流动性。 真正“禁止未
成年人整容”，还需全社会的关注和各部
门的综合发力，方能根治。

@ 陕西读者张忠德 爱美之心，人皆
有之。 笔者认为，立法禁止未成年人整容
未免矫枉过正， 即使写进法律条款也难
于执行。 父母给孩子进行美容整形手术，
出发点是对孩子的关爱， 体现的是父母
和孩子的自主权， 风险和责任由他们自
己承担， 若出现事故也有相应的法律管
辖。 与其立法“一刀切”，我们更应该加强
正确看待未成年人整容的宣传引导，规
范医疗美容机构， 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角度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 减少盲目整
容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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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
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美国
小学生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为 1.2
小时，韩国 0.7 小时，法国 0.6 小时，
英国 0.5 小时，而中国小学生平均每
天的劳动时间只有 12 分钟。

（1 月 16 日《北京日报》）
一个时期以来， 劳动教育在一

定程度上被置于教育的边缘地位，
导致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
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中
国学生每天平均劳动时间只有可怜
的 12 分钟，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
差距。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
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学生
中弘扬劳动精神， 教育引导学生崇
尚劳动、 尊重劳动， 懂得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的道理， 长大后能够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一天只
有平均 12 分钟的劳动时间，总书记
提出的这些目标如何落实？

笔者认为， 加强青少年劳动教
育， 既要认清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又要厘清学校、家庭、社会

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任务。 劳动教
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必要手
段，没有劳动教育，就不可能有德、
智、体、美教育。

为此， 我们要完善学校劳动教
育课程体系。 学校要依据国家课程
方案， 将劳动教育课程纳入学校课
程体系，做到课时、教材、师资、评价

“四到位”。 学校要根据劳动技术课
程培养目标，运用学校有限的空间，
为学生开辟广阔的劳动实践和实习
基地。 要把劳动教育与学科教学进
行深度融合，让学生学以致用，在劳
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再次，家庭教育要注重培养孩
子热爱劳动的习惯。 家庭成员要摒
弃溺爱孩子、劳动耽误学习、劳动
为耻的观念，培养孩子从小热爱劳
动、珍惜劳动果实。 社会也有责任
为开展劳动教育提供支持。 各地要
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资源优势，有
规划、有步骤地建设一批青少年劳
动实践基地，为开展劳动教育提供
阵地。

（摘自蒲公英评论网）

“扶贫”之外，农村教育更要“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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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国家在乡村教育上投了不
少钱，许多学校的硬件条件都有改善。但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地方乡村学校的课
堂秩序、校风校纪却成了大问题：老师不
敢管、管不了，甚至有老师被气哭、被气
跑， 有心学习的孩子纷纷逃离。 长此以
往， 我们的乡村学校还能放下一张安静
的书桌吗？

（1 月 13 日“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农村学校“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正是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真实写照，即
使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多，即使
不少农村学校的硬件不输城里学校，甚至
有些地方的农村学校，比城里学校建得更

漂亮、场地更宽阔，但农村学生不认真读
书，老师不安心教学，农村学校才会给人
一种“烂泥扶不上墙”的感觉。

农村学生调皮好动， 有些是天性使
然，农村的环境养成了他们自由散漫、不受
约束的习惯；有些是家庭环境使然，留守儿
童占大多数的农村，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自
然疏于管教。学生“不争气”，老师也就教得
没劲，“人往高处走”，他们往往把农村当作
“次优选择”，亦或是一块进城的“跳板”。

笔者以为，上面所说的种种现状，虽
是农村教育的短板， 却同样让人看到了
农村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把爱学习的优
等生教好不是难事，把所谓的“坏学生”

“差生”教好，才显得出教师的能力和水
平。 相较于城市， 农村教育环境相对宽
松，少有“望子成龙”的狼爸、虎妈，少有
收费高昂的校外培训机构， 更鲜有咄咄
逼人的打分和排名， 这里更像一块没有
被污染的教育试验田， 给了实现教育理
想的广阔天地。

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有心，农村教育
大有可为。 我们看到，过去一些年，乡土
美术、民族体育、传统文化在农村学校开
花结果，在日益强调多元评价的今天，许
多农村孩子因为其独特的想象力、 天然
的审美能力、 过硬的身体素质等， 在体
育、美术、音乐等方面，绽放出惊人的创

造力，同样收获了人生的精彩。
正因为此，我们眼下迫切要做的，并

不是盲目加大教育的财力投入， 而是像
精准扶贫一样，为农村教育精准“扶志”。
扶老师的“志”，让他们热爱学生、热爱教
育、热爱农村，鼓励他们因材施教，发掘
农村孩子的潜力；扶农村学校的“志”，增
强他们因地制宜，办好农村教育的水平；
扶农村父母和乡土社会的“志”，引导他
们尊师重教， 积极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出
谋划策。如此，方能打破城乡教育的不均
衡，既让农村学校像城里学校一样美，又
要让农村孩子像城里孩子一样， 享受知
识、享受成长。

□ 余娅

数据显示，今年哈尔滨理工大学寒假
天数以 59 天雄踞榜首， 而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只有 24 天。 网友调侃，“哈理工比北
京石油化工学院整整多出了一个中山大
学的假期。 ”不过，有的学生并不认为放假
时间长是件好事， 认为放假时间太长，在
家里没事干，反而想早点回学校。

（1 月 16 日 人民日报官微）
高校在放假时长上，表面看有自由裁

量权，实际上背后有一定规律。 一般来说，
北方高校因为天气冷、位置偏远，秋学期
会提前放假，假期也相对较长。 而一些工
科大学人才培养任务繁重， 课程相对较
多，只能压缩放假时间。 网友所谓的“史上
放假时间最长大学”也是相对的，一年 365
天时间是固定的，暑假时间长往往意味着
寒假时间短，所以网友冠名的“某某放假
大学”是很难保持的。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
高校，为了照顾学生的生活习惯和民族节
日习俗，提前放假也是人之常情。

更不能简单以放假时间长短论高校
层次。 之前有网友说，“越是 985 高校，放
假时间越是短”。 高校有类型之分，有研究
为主型、教学为主型等等。 985 高校，肯定
是研究为主型学校，他们更加注重自主学
习、研究实践，不会通过加大课时量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所以说并非越是高层次大
学，放假时间越短。 高校应该在用好自主
办学权基础上，多在提升自身办学质量上
下功夫。

大学生不应在放假长短上纠结，更不
宜在本校“放假有多强”上论幸福。 现代大
学在管理上，普遍给学生充分自由，但当
前社会竞争加剧的外部现实，再加上高校
改变“严进宽出”、加强学业管理的普遍趋
势，意味着学生在自我管理上要“外松内
紧”。 放假了，并非意味着就可以放松睡大
觉，管不好自己，成天打游戏生活没规律，
在家里很可能被父母嫌弃，之前不是有大
学生抱怨“放假回家，没几天就被妈妈唠
叨，怀疑自己的妈妈不是亲妈，还不如不
放假在学校呆”吗？

网友调侃的背后，最重要的是用好可
供自己支配的时间。 如果放假了就放飞自
我，玩得天昏地暗，那么放假越长，很可能
带来越大的烦恼和无聊。

每天劳动 12分钟，不是随便说说
□ 王营

？

大学生放假时间长
也“难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