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微博网友发帖称，
一位朋友入职北方民族大学
后，一直在找 12 个校领导和 23
个职能部门处级干部签字，至
今还没签完。 北方民族大学党
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表示确有
此事， 报到通知单需要领导签
字是学校老传统， 目的是让新
入职教师尽快熟悉学校各部
门，没有规定一定要签完。

（11 月 25 日 新浪新闻）
该校相关负责人的答复看

似“合情合理 ”，可却难掩背后
矛盾。 事实上，这是充满明显形
式主义倾向的官僚主义做派 。
而形成老传统没有被纠治 ，只
能说明该校官僚主义做派已深
植在思想当中。

首先，有签字不足以说明，
新入职老师已熟悉相关领导和
职能部门。 高校行政管理体系
何其庞杂， 即便是老资历的教
职工也未必摸得清。 试问，教师
在入职初期，有没有必要熟悉所有校领导
和职能部门？ 缺乏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
感 ，找领导签字也无非是 “串门 ”和 “认
脸”。蜻蜓点水式的签名，除了满足形式需
要外，恐怕难以达到实质性的目的，这不
是形式主义是什么？

其次，为什么是新入职教师找领导签
字， 而不是领导主动找新入职教师交流？
一个有人情味的服务型高校机关，应对新
教师充满关怀。新入职教师面对陌生的环
境，难免会手足无措，校方领导及时帮带
方能促使教师早日熟悉情况。坐在办公室
等教师上门签字， 俨然一副官老爷的姿
态，何谈“尊重教师主体地位”？ 而报告通
知上留下签名空格，是要求教师先认领导
再认学生吗？ 官僚主义做派太明显。

再次，“不强迫”的解释就真的“不被
迫”吗？该校相关负责人声称“没有规定一
定要签完”，显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众
所周知，学校的行政压力并不小，对领导
厚此薄彼难免会背上教学工作负担。试问
一名新入职教师能敢“怠慢”哪一位领导，
可“忽视”哪一个职能部门？校方既然没有
规定要签完，又何必出台签名措施？ 前后
明显自相矛盾。

教师承担的非教学任务过重， 已成
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找 35 位领导签
字，耽误的不只是时间和精力，还有对教
育事业的热诚与尊重。 我们需要站在为
国家与社会建设的角度， 批判和纠治此
类现象。 希望教师的报告通知单能回归
“通知”本身，而不是沦为彰显官僚主义
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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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少年儿童健康茁壮成长，需要全
社会的关心呵护，尤其需要教师做他们
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 但近年来，由于
程序性规定不严密、 不规范甚至缺失，
影响了教师正确行使教育惩戒权，有的
教师对学生“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
此次教育部出台征求意见稿，直面相关
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可谓非常及时。

教师教育学生、管理学生，是其职
责所在。 学生良好的习惯离不开教师的
教导，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更需要教师
的维护。 事实证明，教师一旦扔掉戒尺，
对学生来说，弊大于利。 因此，学生违规

违纪，必须要管；屡教不改，就得惩戒。
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教育惩戒是教
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
定职权”无疑是将教育的戒尺重新赋予
老师。

当然，有了惩戒的“尺子”，教师可
以合法合理惩戒，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
意体罚， 惩戒的目的仍要服务于教学。
因此，有了“尺子”也要有“尺度”，不能
滥用。

此次征求意见稿也给出明令禁止
的诸般行为，如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
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行为，如辱骂或

者以带有歧视、侮辱的言行贬损等侵犯
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等等。 这些禁止
性行为均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向性，每一
项禁令背后， 也都曾有过沉甸甸的教
训。 将这些行为单列出来，既是以往个
别教师不当行为的警醒，更是为教师惩
戒行为画出了红线，标明了“尺度”。

教育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与家长
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说到底，戒尺的尺
度应该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温度”，以
爱为起点，让教师、学生和家长在“爱”
上达成共识，这把教育惩戒的尺子将会
助力孩子成长得更好。

教育惩戒有“尺子”也要有“尺度”
□ 胡印斌

11 月 22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小学
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提出，教
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
手段和法定职权。

（11 月 23 日 新华社）

最近，杭州多所小学组织“爸
爸篮球赛”，引起学生和家长很大
兴趣。 据报道，专业的裁判、统一
的球衣， 看起来是普通的业余篮
球比赛，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每
位球员球衣背后号码上方的名字
都有一个统一的后缀，那就是“某
某他爹”。

（11 月 24 日 《钱江晚报》）
小学生篮球赛并不稀奇，但

小学组织“爸爸篮球赛”还是头一
回听说。有网友调侃说，这是真正
的“拼爹”，因为球衣上印着“某某
他爹”，爸爸们不敢怠慢，纷纷放
下手机、推掉饭局，主动加强日常
锻炼。 孩子们也在场上积极摇旗
呐喊，为爸爸加油。

据较早开展“爸爸篮球赛”的
杭州某小学负责人介绍， 开展这
项比赛最初是为了让一年级入学

的新生和家长能更快熟悉彼此， 感受校园
文化。事实上，“爸爸篮球赛”的意义远不止
于迎新，对于形成家校合力、增强学生体质
大有裨益，这样的“拼爹”不妨多多益善。

据报道， 我国中小学生体质状况一度
连续多年下降。 2016 年到 2018 年全国学
生体质达标测试抽测复核的结果显示，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连续下滑的趋势得到初步
遏制，开始有上升势头。 不过，增强学生体
质并非学校的“独角戏”，还需要家长的积
极配合。

不少家长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 让孩
子整天忙于学习，根本没时间锻炼，同时很
少陪孩子打球、跑步，纵容孩子窝在家里看
电视、玩电脑。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难以在
加强学生体育锻炼方面形成合力， 这都不
利于增强青少年体质。

为改变上述情况，举办“爸爸篮球赛”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管成绩如何，单冲着
“某某他爹”的球衣，相信每位家长都会重
视起来， 全力以赴。 不仅自己的球技增长
了，体能上去了，同时也为孩子树立了健康
阳光的形象， 在爸爸的带领下感受体育的
魅力。 “爸爸篮球赛”虽然只是体育活动，但
对于端正家长态度、 打造良好的家校协作
机制意义重大， 可望让家长和孩子们持续
受益。

此外，“爸爸篮球赛”也让家长之间、家
长和学校之间多了一个交流平台。平时，爸
爸妈妈们大都忙于各自工作， 相互之间很
少交流，与学校的联系也仅限于家长群、家
长会。开展“爸爸篮球赛”，让家校沟通由点
对点变成面对面。除了切磋球技外，爸爸们
还可以聊聊家教心得， 和老师谈谈学生表
现，孩子之间的小摩擦、冲突也可以得到及
时沟通和化解。

“爸
爸
篮
球
赛
”式
“拼
爹
”可
以
有

□

张
淳
艺

这年头， 没陪孩子读过几本绘
本， 都不好意思加入亲子话题的聊
天。列清单、囤童书这部分工作，已被
一些 85 后、90 后年轻父母提前到备
孕阶段来进行。 童书到底有多热，市
场是最灵敏的感应器。在刚闭幕的上
海国际童书展上，北京开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少儿图书在整体图书市场中的
码洋比重为 26.05%， 继续保持正向
增长。 （11 月 21 日 《光明日报》）

好的童书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
孩子最早的“美商”启蒙，培养孩子的
想象力，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也建造
孩子与社会的情感连接。责任、勇气、
自信、死亡这些宏大且永恒的人生命
题乃至世界观的树立等，都悄然潜藏
在一个个精心铺展的故事中。

童书蛋糕越做越大，国内市场格局
也早已不再是专业社一家独大，几百家
出版社先后抢占童书市场，都想要分得
一杯羹。 但热闹和繁荣背后，进口多国
产少，老书霸榜新书难入榜等结构性隐
忧也不容忽视。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与
大众的日常体验基本吻合。在笔者对身
边年轻父母所做的小型调查中，引进版
童书占据了孩子书架的一半还多，在预
算有限的情况下，九成的父母会优先选
择购买引进版童书。

家长青睐引进版童书，和我国童
书市场起步晚不无关系，同时也暴露

出国产童书发展中的问题和短板。近
年来，擦亮国产童书这一品牌已经成
为国内童书出版界的自觉，但优秀人
才队伍不强、原创内容生产乏力等问
题远不是短期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尤
其是有的童书出版机构不潜心做原
创，而是想方设法钻知识产权保护的
空子，发挥“蹭经典”“打擦边球”之能
事，热衷挣快钱，严重损害了国产童
书的品牌，加深了一些家长对国产童
书“粗糙”“不高级”的刻板印象。

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瑰丽
奇妙的神话故事、形形色色的传说民
俗等，是原创国产童书的“IP 富矿”。
《团圆》《北京的春节》《妖怪山》《给孩
子的故宫系列》等深挖“中国元素”的
童书甫一面世就广受好评，那些在图
书创作中做足“中国味”文章的童书
凭借较高的辨识度和美誉度，也总是
能成功吊起市场的胃口。 当然，正如
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小人书”也
不是低智版的成人故事书，它需要创
作者投入更多的智慧，倾注更多的心
血，敬畏专业，尊重规律。那些仅想把
国产童书做成快消品，随意拼贴中国
元素，徒有其表而无思想内核的“垃
圾食品”，迟早会被市场抛弃。

“小人书”不是小问题。图书市场
应给孩子们的书架更多更好的选择，
为迫不及待要去打量这个世界的孩
子们送上一套合用的“组合镜头”。

“晒娃”虽“美” 也要防范后遗症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0 名受访家
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3%的受访家长会在朋友圈 “晒娃”，73.5%
的家长认为“晒娃”需要事先征得孩子本人的同意，71.2%的家长认为
“晒娃”会泄露孩子隐私。 有观点认为，爱自己的孩子，但不能以“满足
自己的一己之欲”来表现。 “晒娃”看起来是小事，可更要防范给孩子带
来的潜在后遗症。 石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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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书架需要怎样的童书
□ 王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