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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家长与孩子沟通困难

最近，一段“小学生的错峰吃饭
方式”的视频火了。 视频显示，一间教
室里坐着几十名小学生，一半人在吃
饭，另一半则戴好口罩等着。 据山东
威海市广播电视台 4 月 12 日报道，
其实小学生“错峰吃饭”的真相是本
来安排一半的学生户外活动，一半在
教室里吃饭，结果因为降温，那一半
临时取消了户外活动回教室等待就
餐。 （4 月 12 日 《新京报》）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多
地加快了返校复课节奏， 但在疫情警
报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形下， 需要一边
复课一边防疫。 其中，学生错峰吃饭是
很多学校采取的防疫方式。 不过，如何
设计错峰吃饭是一门学问， 上述学生
“一半吃饭一半看” 的错峰吃饭方式，

无疑是不合理不科学的。
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合理设计

错峰吃饭。 比如，广西某中学对食堂
进行了精心设计，每张餐桌都设置了
隔板，这种隔板的设计思维同样也适
用于教室课桌。 如果上述学校用隔板
来防疫，既不用一半学生在教室外等
另一半学生吃饭，也不会在天气影响
下学生在教室一半吃饭一半看人吃
饭。 再比如，在学校餐厅空间有限的
情况下，可以先安排低年级的学生在
餐厅吃饭，保持安全距离，再安排高
年级学生就餐，这种错峰吃饭方式也
有防疫作用。

这一个例对其他复课学校以及
各地教育部门是一种提醒，即包括错
峰吃饭在内的每一种防疫安排，都应

该做到科学化、人性化。 如果学校缺
乏这方面经验， 可以向其他学校、餐
馆的好做法学习。 如果学校不具备这
样的能力和条件，当地教育 、防疫等
部门应组织专家设计复课防疫方案。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复课
大军”， 如果没有完善科学的防疫指
导和监督，恐怕还会出现一些不安全
现象。 要想让学校复课防疫科学、有
序， 既要完善国家层面技术指导，各
省市也要有更具体的指引方案，同时
要对学校防疫工作加大财政投入和
监督。

此外，学校餐厅能否应对特殊时
期学生就餐，也需要反思和完善。 总
之，在防疫常态化的语境下 ，学校防
疫绝不能简单应付。

设计错峰吃饭是一门学问
□ 冯海宁

近日， 国内多所高校公布博士扩招
规模，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
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等
40 多所院校陆续发布招生简章，博士研
究生招生总规模将达 10 万人，引发舆论
关注。

（4 月 12 日 《光明日报》）
有人认为 ，疫情当前 ，博士扩招一

定程度上减缓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
力。 但也有人表达焦虑，担心本科和硕
士学历贬值加速， 未来就业受此影响。
还有人对扩招后的培养质量提出了质
疑。

事实上，早在 2018 年，教育部已明
确提出，2020 年我国博士生招生总规模
达到 10 万人。 今年 3 月，教育部网站公
布的《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
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
若干意见》 也重申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

规模的目标， 并提出推进高层次人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 此次扩招不过是将早前
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应该看到， 对国家社会和高校自身
发展而言，博士扩招都是大势所趋。 一方
面， 当前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处于
关键时期， 实现升级和转型需要大量高
层次人才。 另一方面，高校有逐步优化人
才培养结构的需求， 拓展博士生招生渠
道、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契合于一流大
学建设。

当然，博士作为中国学历最高层级，
扩招不宜“一刀切”，要慎之又慎，避免盲
目跟风。 拟制扩招计划和确定录取名额
时， 高校不妨综合考虑自身办学承载能
力、学科资源储备情况以及未来社会、科
研市场对博士人才的需求， 适时灵活调
整培养规模与培养目标。

与此同时， 我们应充分正视当前我
国博士生教育尚存不足， 比如教育质量
还难以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需求；
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劳动力属性逐步强
化、学生属性逐步弱化；分类淘汰机制尚
未建立等等。 高等教育必须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 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
大战略供给规模足、 质量高的高层次拔
尖创新人才。 高校在研究制定博士生教
育发展方案时， 必须坚持扩大规模与提
高质量并重、并行，“量”和“质”两手抓、
两手硬。

经过近 40 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国
内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总体已得到很大的
提升。 期待接下来国内高校继续加大人
才培养投入、体制机制革新力度，从调整
优化专业布局、 配齐配强师资队伍等方
面入手，努力提升办学水平，走好博士研
究生高质量培养之路。

博士扩招达 10万，合不合乎时宜？
□ 孔德淇

外出就餐， 伴随每
道菜上桌， 服务员的提
醒也随之而来：“这是公
筷公勺，请慢用。 ”这样
的“文明餐桌礼仪”正在
逐渐复苏的餐饮行业流
行。 日前， 长沙市文明
办、市场监督管理局、消
费者委员会、 饮食安全
协会联合发出“新文明
餐桌”倡议书，倡导市民
无论是在公共用餐场
所，还是家庭用餐时，均
使用“公筷公勺”。
（4 月 8 日 长沙文明网）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 让人们感觉到
“公筷公勺分餐食”的餐
桌礼仪已是势在必行 。

从个体而言 ，它对健康 、卫生大有益
处，也体现了自身的文明素养；从推进
“新文明餐桌”行动层面而言，没有个
体餐桌礼仪习惯做支撑，“文明餐桌”
行动就很难取得长久的效果。

长久以来，“餐桌礼仪文化”似乎
被人们淡忘，逐渐被边缘化。 疫情期
间，正是引导人们注重餐桌礼仪的契
机。 养成好的餐桌礼仪习惯能阻断新
冠肺炎病毒通过餐桌餐具传播这一途
径，所以推行“公勺公筷”及分餐制相
对容易，但疫情过后，它可能再次被人
们淡忘，因此为了长远考虑，政府除了
要积极倡导，还要落实公民教育。 而
公民教育的关键，是要抓好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

家长要以身作则注重餐桌礼仪，
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孩子。对孩子来说，
家长的行为往往比“大道理”更具影响
力。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餐桌礼仪第一
步是“尊重”，尊重食物、尊重劳动者，
不浪费食物；吃菜要从靠近自己的那
碗夹起，不越过别人去夹菜；众人的筷
子在一个盘子里搅和不仅不卫生，有
剩菜也不好处理，不如使用公筷，提升
舌尖上的文明……

学校应将餐桌礼仪文化作为学校
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之一，从小培养孩
子餐桌礼仪，让餐桌礼仪文化在孩子
心中扎根。

日前，大学包高铁接回滞留湖
北学生的话题冲上热搜。因疫情滞
留湖北一个多月后，116 名山西大
同大学的学生乘坐学校专门为其
包下的 G697 次高铁顺利返回山
西，赶上了复学复课时间。

（4 月 8 日 澎湃新闻）
这些学子于去年后半年陆续

到湖北省黄石市参加实习，但突发
的疫情让他们本应 2 月份结束的
实习期限不得不一再延长。 3 月 25
日，湖北省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
鄂通道管控后， 校方权衡利弊、多
方斟酌，最终通过求助于中国铁路
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采用该局推
荐的包车计划，实现了滞留学生的
平安返还。

对大同大学包高铁接学生返
校的行为， 众多网友纷纷点赞，直
言“爱了爱了”。 确实，为了保证学
生能在不耽搁正常开课的前提下
平安顺利返校，承包高铁两节车厢
这种霸气举动如何不让人倍感温
暖，这不光是体现了学校对于学生
的关心和爱护，更是诠释出一种厚
重而有力的尽责意识和师德精神。

学校与学生本应是和谐融洽、
相得益彰的关系， 但是有时却因为个别害群之
马，演变为紧张甚至敌对的关系。 例如，东北大
学秦皇岛分校鹏远公寓 1.664 万元/学年的天价
费用让人瞠目结舌；山东聊城大学以“完不成实
习就不给毕业证” 的名目强制要求学生去工厂
流水线打工等等。 在这些学校眼里，学生成为了
其牟利的工具， 丝毫无半分立德树人的宗旨理
念。 这样的大学何以立校？ 何以育人？ 丢失了学
校立命之本， 最终只能沦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
象。

秉持执教本心，关心爱护学生，切实将学生
的利益作为学校坚守的红线， 在绝大多数学校
里得到了很好的践行。 大同大学在这一关键点
上无疑是做得出色的，毕竟，只有真心在学生遇
到困难之际千方百计进行排忧解难的举动，才
能将学校对于学子的关爱之情与尽责之义体现
得淋漓尽致。

大学时光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
大学校园也理应成为一个人在步入社会后时常
怀念并不断汲取力量的地方。 学校担起教书育
人的责任， 尽可能地为学生们破除阻隔其成长
的壁垒， 让学生们在感到温暖和向上的环境中
不断进取， 才会成为万千学子心中永恒的怀念
和心灵的净土。

日前， 教育部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
家指导委员会为全体
中小学生在疫情期间
居家生活学习提出 10
点建议， 帮助中小学
生缓解和调节情绪，
与父母共度一段有意
义的时光。 4 月初，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931 名中小学生家长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 居家学习期间，
90.2%的受访家长因
为与孩子的沟通问题
而烦恼。 49.7%的受访
家长建议不要过度以
孩子为中心， 要统筹
好全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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