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造孩子上网的清朗环境
□ 施 芳

招聘考试命题也应有查重机制﹃
你
让
座
我
重
奖
﹄
弘
扬
了
双
重
美
德

□
天
歌

自
读
课
本
同
样
不
可
有
﹃
低
级
错
误
﹄

□
胡
欣
红

父亲，请当好孩子的第一任体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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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岁的重庆贫困女生李琳

没有想到，自己在公交车上让座，

打动了一位七旬老人。为表感

谢，老人带着一万元现金专程来

到李琳就读的学校，目前学校已

将老人的资助设为对李琳进行生

活补助的专项基金。

（6月19日《北京青年报》）

你在公交车上让给我一个座

位，我捐赠你一万元现金作为学

费和生活费，这件事经媒体报道

后，得到网友赞扬。这份赞扬不

仅仅是送给让座的女学生，同时

也是送给这位慷慨捐赠的老人。

这一老一少的行为和选择，不仅

是某种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而

且还生动体现了“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

关于公交车让座，既平常也

不平常。近年来围绕公交车让座

出现了一些闹剧，如有的年轻人未能给老

人让座，结果老人直接坐到年轻人的腿上；

有人为了到底谁应该让座而互相比年龄的

大 小 ，乃 至 各 自 掏 出 身 份 证“ 验 明 正

身”……如此种种，确实令人汗颜。而重庆

女生李琳和那位奖励她的老人向我们讲述

了一段完全不同的“让座好故事”。女孩面

对七旬老人，没有任何犹豫地把自己的座

位让了出去，也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了不起

的事情。但是得到她帮助的老人却把这件

事放在了心上，最终决定拿出自己准备外

出旅游的钱奖励这个女生。

肯定女孩给老人让座的做法，是希望每

个人都能够具备这样的文明意识和道德自

觉，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尽己所能地

予以帮助与救济。我们并非要求每个得到

别人帮助的人都要像老人那样用物质去回

馈对方，而是强调与助人为乐相伴的另一种

美德——回报的美德。我们得到了别人的

帮助，就应该心怀感激，哪怕只是说一声“谢

谢”，都可以让别人因为帮助我们而获得一

种成就感，进而激励更多人去帮助他人。

老人和李琳“你让座我重奖”的故事弘

扬了双重美德。有人可能会觉得，因为李

琳留下了老人的钱，所以她让座的行为不

那么纯粹了。其实不然，李琳做好事在前，

得到了对方真心实意的回报，这有什么不

好呢？物质激励也是一种激励，做好事者

受之无愧。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

发帖称，人教版八年级下

册数学自读课本中有关

“爱因斯坦证明勾股定理”

的内容疑似出现错误——

勾股定理曾经引起爱因斯

坦的浓厚兴趣，“爱因斯坦

用相对论来证明勾股定

理”，并附上用爱因斯坦的

质能方程（E=mc2）证明勾

股定理的推算过程。

（6月22日《光明日报》）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

知道，相对论和勾股定理

两者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

的。相对论中的质能方程

中的E代表能量，m代表质

量，c 为真空中的光速（其

数值为恒值），而在勾股定

理中的 c 则代表直角三角

形中数值未知的斜边长。

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在书本的证明

过程里，将 E 用来指代三角形的面

积。这种漏洞百出、荒诞不经的所谓

推算证明，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出版

社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本自读课

本不是教材，是供学生购买的课外辅

助读物：“我们的确存在错误，这两者

肯定不能扯到一块。”

“爱因斯坦用相对论来证明勾股

定理”，这种一眼便看得出来的“低级

错误”，何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课本

之中？如果不是网友“纠错”，何时才

能发现这些错误？倘若孩子们“将错

就错”，岂非误人子弟？虽然只是自

读课本，还不能算作正式的教材，但

基于学生乃至不少老师奉教材为圭

臬的现状，其影响不容等闲视之，严

格要求的标准绝不能放低。

爱因斯坦十来岁时证明过勾股

定理，但其证明公式并不是相对论里

的质能方程，而且相对论也是爱因斯

坦成年后才提出来的。既然如此，何

以“张冠李戴”地扯到质能方程头上

去呢？莫非一提到相对论，就顶礼膜

拜，丧失了最基本的辨别能力？

作为自读课本，虽然可能不需要

完全按照全国性教材要求执行，但最

基本的审校环节和专业性、科学性的

把关，绝不能草率了事。更何况是标

注上“人教版配套教辅”的字样，更应

该具有权威性。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从蹒跚学步

到健步如飞，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其中一个

角色却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孩子的“第

一任体育老师”。

孩子的第一任体育老师，父亲是

最适合的人选。不论潜移默化，还是

有意识培养，孩子在体育方面的发展

受到父亲的影响最大，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孩子将来的兴趣爱好、身体健康

和精神状态，每位父亲一定要珍惜、重

视，并努力当好。

当好第一任体育老师，父亲要

陪同体验多样的项目，培养形成参

与体育活动的习惯。父亲陪着孩子

一起骑自行车、游泳、登山……让孩

子尽可能多地感受体育的魅力，有

助于发现和激发孩子多方面的潜

能，形成对一两个项目的兴趣和专

注。

当好第一任体育老师，父亲要注

重塑造孩子的意志品格。要高度重视

体育对精神的塑造作用，每个孩子的

身体素质不同，参与体育活动的锻炼

成果不尽相同，但对意志和品格的锻

炼总是有效的。现在不少孩子受多元

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性格中多了

柔弱，少了坚强，父亲在体育活动中要

有意识地带领孩子挑战自我，突破自

我，逐渐锻造敢于竞争、崇尚合作、百

折不回的精神。

当好第一任体育老师，父亲要鼓

励孩子多参加学校体育活动。提起体

育课，学校和家长都有点犯难。很多

家长一方面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越来越

差而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又对孩子在

体育课上可能受伤、体育运动占用学

习时间而顾虑重重。父亲要站出来，

坚定支持孩子积极参与运动会、越野

赛、体育课等，减少学校顾虑，促使学

校有决心改变教学模式，共同保障孩

子的全面发展。

当好第一任体育老师，父亲要以

身作则，保持一定的体育活动量。很

多父亲年轻时也是运动健将，但现在

“三高”缠身、大腹便便，没有健康的形

象，对孩子很难有说服力。言传不如

身教，父亲要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不仅

对孩子有了代入感，对自己也大有裨

益。

父亲，请珍惜“第一任体育老师”

的殊荣，将您内敛、深沉的父爱，在运

动中尽情释放，您的孩子注定受益终

身。

不久前，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防范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倡议书》，倡导全社会

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研究

显示，2019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1.75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3.1%。然而，网络在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导致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巨额打

赏主播、受不良信息侵害等现象的发生，

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6月22日《人民日报》）

网络也是公共空间，需要政府的管

理和法律的规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

出台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在网络游戏、

网络直播中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

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

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

一规定是对家庭合法财产的保护，更体

现着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原则。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在

引导未成年人安全上网方面责无旁贷，

家长须以身作则。多花时间陪伴孩子，

与孩子一起阅读、运动、聊天，同时充分

了解未成年人身心成长规律，在爱与尊

重的前提下引导孩子，会比直接断网、没

收手机等生硬的干预方式更加有效，也

更有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

惯。

少年儿童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学

校，把安全上网纳入课堂教学刻不容

缓。网络信息庞杂、泥沙俱下，未成年人

很难辨别其中优劣、真伪，这也是网络诈

骗、网络沉迷等问题发生的根源之一。

有调查显示，不少学校开设的网络课程

过于偏重技术指导，缺乏实用性，甚至与

未成年人日常生活存在脱节，亟待进一

步丰富、完善。我们呼吁教育行政部门

和广大中小学校加强以健康上网为主题

的课程建设，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互联网产品

和服务，企业也要担起责任。近日，北京

市将根据《关于推动北京游戏产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强对已批准上线运

营游戏的内容监管，对有问题的产品坚

决下架，同时加强游戏内容把关，坚决抵

制和清除涉黄涉赌涉暴、任意篡改历史、

传播错误价值导向等违法违规行为。相

关企业尤须引起重视，在商业利益面前，

一定要守住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底

线。

一个国家孩子的面貌，决定着这个

国家的未来。多方协同、综合施策，我们

才能筑起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防火

墙”，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打造健康的

网络空间。这不仅是在守护一个个孩

子，也是在守护我们国家的未来。行动

起来，就从当下开始。

近日，云南省面向全国开展医疗卫生机构专项招聘。6月13日，参加

该考试的多名考生称考试试题为江苏省此前原题。6月17日，云南省卫

生健康人才交流中心发布通报称，目前正在抓紧核实，并将尽快发布核实

结果。公平公正是考试的生命力，“招聘现原题”属于命题工作严重失误，

对于许多考生无疑是不公平的。近年来考题雷同事件时有发生，事后招

考组织者往往会通过雷同题目计满分，或安排免费重考等方式予以补

救。但无论如何补救，考题雷同都会损害招考的严肃性，侵害考生权益，

增加社会成本。亡羊补牢，不如防患未然。

张淳艺

教 育
随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