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我读了我最恨的学校可是我没办法》的帖子，引来了
众多网友的围观。发帖人“别强迫我好吗”自称是一名初中毕业
生，今年即将上高中，“强势”的父母帮她选择了她并不喜欢的
学校，可死活要她去读，为此她极力反抗，哭过闹过还是无济于
事，活活送去折腾三年。

@澧县 张彤：学校一个年轻老师，算是新来的。 当时各种
原因把我留在他班上。 首先问我，EXCEL，基本的求和你都会
吗？答曰：学过。“那为什么不知道，你小学不是省重点吗？基本
的计算机运用都不会，优等生啊？”说得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
去。

@ 株洲 小林：几年前的高考，我和爸妈一起完成了第三
批志愿填报，首选是 XX职业学院。 当时高考成绩比二批分数
线还超过 5分，可我却弃本冲专，原因是老爸的坚持。父亲在银
行系统呆了 10 多年，他知道，每年省内各家银行一有招聘，该
校是必招的点，到时候动动人脉，让我入行应该有戏。“你这个
分数，读三本也是一般般的学校，还不如读个专业性强点的专
科学校。”回想起来，没上本科，而选择了现在的学校，真是得不
偿失。

高考前夕，为了防止大学生当“枪手”混入高考考场，学校
要求高考期间各班学生不得随意请假， 若有无故不到校者，要
及时查清去向。 对去向可疑者，要深入追究，直至查清。 引起社
会轩然大波。

@ 祁阳 赵全：不就是请个假，先要找校医确认生病开病
条，由班主任开假条签字，并通知家长拿到教导主任处签字，再
交到宿管那里打电话给班主任确认后签字，最后保安签字了交
给等候在外的家长签字，签字顺序还不能乱，拖到现在才可以
走，这是监狱吗？

@ 安化 贾思洋：我们是课前搞大扫除，昨天感冒了没起
得来，发条信息给班主任：我病了要请假，下午过来。同意了。但
是一来教室，就被班长训斥了一顿：我是不会主动给你安排事
做，前天开会就通知过了，所有请假的同学要找个人交接工作，
有问题我要找交接的那个。

近日，湘东气温飙至 36℃。 因寝室没空调，大一学生改写
了苏轼的《江城子》，吐槽高温天气日子难过。

@ 湖南工业大学青志联环保志愿者：大学学子耐热强，没
空调，脸贴墙，巍巍高城何处可乘凉？纵使心静暑难降，进寝室，
躺床上，辗转反侧梦不香。 汗湿裳，床板烫。 欲哭无泪唯有汗千
行。 今年株洲夏日长，装空调！ 王校长！

@ 衡阳 李璐：亲，别说空调了，风扇都不多，图书馆闭馆
了，学习地方就没有了。个别自习室空调装了两年，老师都舍不
得开，一直闲置着没用。此外，加装了空调的宿舍，维护费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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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合刊·吐槽

有关自习室里电风扇掉落的议论还未平息，不久又发生
有宿舍灯管掉落事件， 校园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同学们的视
线，事故的频发，引得不少同学吐槽不断。

@ 吉首 梁懿：这次回来取包裹，说实话有点提心吊胆
的。 昨天今天连续两天看到校外人员翻墙进入我校，不提打
扮的不像学生了，就说他们是怎样进来的呢？学校不知道呢，
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万一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比如打架斗
殴，谁来埋单？

@ 星沙 宋飞：校园内机动车横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了。晚上路灯很暗，稍不留神就会出事。而校车班车一直都
开得飞快，以前就压死过鸽子、撞翻过一大筐鸡蛋，没想到这
次撞到了人。周末，就连送外卖的车都能开得飞起来，有时候
听到喇叭响再躲已经来不及了。

3 年内， 全疆查出各级各类学校乱收费问题涉及金额
3079万多元，已清退违规收费 3033万多元，共处理 35人。

@ 蚂蚁捻子（网友）：学院对毕业生收取宿舍物品的赔
偿费，让人十分恼火。寝室弄坏的每样东西都得给价赔偿，老
师又不让维修部的人提前帮我们修。原本四年下来物品都应
该折旧不少，现在还要赔原价几倍。比如每个键盘架 100元，
锁 800元，电脑台卡线塑料片 20元。

@ 可乐可口（网友）：小学六年级仅两三本书，就收去
100，30 元课辅资料，基本是合到 15 元 / 本（这项一年级就
有交），保险 70元，另 20元无任何凭据，说是医疗保险，家里
早已买，学校又乱收一次。

校园网主要侧重于服务学生的学习， 学生打开教育网
站，速度是很快的。由于学校的总带宽要分给每位学生，所以
只要有学生使用下载等耗流量的功能时，就会无形中占用了
其他同学的资源，导致其他人的网速变慢。

@ 张家界 许芊：校园的局域网特别垃圾，才两千多人
使用就这样慢！ 只有半夜一点多的时候网速会很好，平时一
首歌是不可能完整听完的， 玩游戏延迟基本停留在 1W 多，
即便成功登入也是看不到人的。“蜗牛网”与电脑配置无关，
加速器一样起不到什么作用。

@ 常德 吴笑宇：不是有句广告词“想要戒掉网瘾，请使
用大中校园网”。 节假日，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泡在网吧里，很
少在学校上网了。 所以，与其抱怨寝室刷不开网页不如别开
电脑， 省电！ 你想想学校每个月也只收我们 20 元, 就挂个
QQ呗,要求别太高哦。

“什么是母校？ 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曾
这样描述学子对母校的感情。 高校被自己的学生声讨，肯定在面子上不好看。 所谓“子不嫌母丑”，
从情理的角度讲，在校生也不宜公开抨击母校。但是本应秉承“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高等学
府成了学生眼里的人才培训机构，蜕变为市场化的公司，大学精神逐渐沦落，不仅大学生自身要反
思，高校更应反思如何找回失落的大学精神，让大学成为学生依恋的思想殿堂。

———叶祝颐

爱之深，责之切———

毕业了，我们这样“告别”母校
某中学，十几名高三学生在教

学楼上将复习资料撕烂，将纸片大把大把扔
下楼，很快地上被白色的碎片覆盖。 那些过往的资

料就如同丢弃的纸张，虽然被拾荒者带走就与母校再无
瓜葛，可面临即将离校的分别，莘莘学子解脱背后更多的是对
毕业前校园情怀的深刻缅怀。 但是伤感归伤感。 当近日，记者
走访了数家院校，向中小学校发出讨论帖后，还是引来了不少
学生将板砖拍向母校。“学校太限制我的自由了，而且我不喜欢

住寝室，还有就是那里学习制度很苛刻。 ”“校园网是‘蜗牛
牌’电信,只能聊 QQ，给差评！ ”“由‘锅民党’统治的

校食堂政府和‘共馋党’ 的学生军彻底决裂
了！ ”

选择篇

请假篇

空调篇

安全篇

收费篇

网速篇

离别季，各学校毕业盛典接连落幕。 往日，校长
那些发自内心的“谆谆教诲”，曾为无数青少年点燃
了对校园生活的集体憧憬， 对未来人生路程的美好
向往。 他的“光辉形象”也一直是众师生津津乐道的
话题。

@ 永顺 曹雅婷：六月份的晚上总是睡不好，很
紧张。虽然高考本质只是一场考试，可考试背后重大
的意义仍然让我感到焦虑。动员大会那天，听了范校
长啰嗦的“最后一课”，心里感觉松了一口气，终于可
以睡个好觉了。和我一样，同学们从最初的严肃到后
来的微笑，角落里的同学也慢慢将手上的课本放下。

@ 新化 卢琼：从学前班到现在，我在实验小学
度过了 6年多时光， 这里镌刻着我们成长的每一道
印记，留下了朗朗的读书声，有欢笑，也有一个少年
屌丝的忧愁。临近毕业才发现，有件非常非常重要的
事，“长老”一直没有帮我们完成心愿。 那就是，我们
从来没有春游过， 从来没有组织过任何外出集体活
动！ 校长，欠我们太多了。

毕业，意味着断了高校的“母乳”，但仍有学校愿
意继续哺乳有生活需要的毕业生。

@ 长沙 姚子星：学院自 2009 年起义务为毕业
生补课。当年，土木系毕业的我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
作，但老板不但要求其懂得绘图，更要其熟练掌握从
未学过的通讯工程
预决算。 为保饭碗，
我向母校一名懂行
的老师申请业余补
课。 之后，辅导员还
为我提供大三学生
的一门相关主修课，
允许咱免费跟班学
习。

@ 湘潭 鲁月：
大学前年开始就为
毕业校友办理校园
卡服务。 有了这“一
卡通”，校园食堂、图
书馆等资源任享。
对于穷忙族来说能
吃便宜饭、 充免费
“电”，已经是个不错
的福利了。

校长篇

服务篇

本报记者 陈丽斯

婴幼儿食物过敏的高
发年龄在 1岁以内， 尤其
是刚开始添加辅食的 4-6
个月。 引起过敏的常见食
物有牛奶、鸡蛋、花生、大
豆及各种食品添加剂等。

食物过敏的主要表现为进食某种食物后出现
皮肤、胃肠道和呼吸系统的症状。 皮肤反应是食物
过敏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如湿疹、丘疹、荨麻疹等，
严重的会发生过敏性剥脱性皮炎。 如果婴儿患有严
重的湿疹，经久不愈，或在吃某种食物后湿疹明显
加重，都应该怀疑是否有食物过敏存在。 食物过敏
时还经常有胃肠道和呼吸系统的症状，如：腹泻、肠
绞痛、鼻炎、哮喘等。 因此，为减少婴儿食物过敏的
发生，在给婴儿添加辅助食品时，要按正确的方法

和顺序， 先加谷类，其
次是蔬菜和水果，然后
再是肉类。 每次只能加
一种新食品，并且从少
量开始逐步增加。 在加
辅食期间，要细心观察

宝宝是否出现皮疹、腹泻等不良反应，若有应及时
停止喂这种食品。 隔几天后再试，如果仍然出现上
述症状，则可以确定婴儿对该食物过敏，应避免再
次进食。

可通过食物过敏的筛查性检查和实验，找出可能
的致敏食物。 找出引起过敏的食物并且严格避免进食
这种食物，这是目前治疗食物过敏的唯一方法。 从婴
儿食谱中剔除这种食物后， 必须用其他食物替代，以
保持婴儿的膳食平衡。

过敏宝宝添加辅食有讲究
湖南省儿童医院留观输液科 符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