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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胜

近日《新京报》报道，安徽省宿州市

萧县教体局下发通知称，因部分学校供

应的学生牛奶疑似存在安全隐患，经检

测合格后恢复供奶，要求班主任提前一

小时试喝，以确保学生饮用安全。通知

引发网友质疑，22日下午，萧县网宣办官

微发布通报称，目前该项工作并未执行，

已及时撤销通知决定，并已停止学生牛

奶的供应。

奶品质量事关学生身体健康，让班

主任“试喝”牛奶，确实有为保障学生安

全的善意。但这种保障却是建立在让教

师先做“小白鼠”的基础之上，显然欠妥，

难怪会引发广大教师的强烈反对。

教育行政部门关注学生健康、防范

饮品风险本无可厚非，但教师的生命安

全同样不可忽视。我国《刑法》第一百三

十四条第二款指出：强令他人违章冒险

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由此可知，教体局发文要求

班主任“试喝”牛奶，不只是有伤教师尊

严的行为，还涉嫌违法。

把好牛奶质量的关口在于进货而非

试喝。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牛奶质量

的保障关键，取决于合格生产与合理储

运，其责任人当分别为厂家和商家。教

体局是负有监管学校食品安全责任的行

政部门，让班主任“试喝”，显然是本末倒

置、把错了关口。

要保证学生喝奶安全，需要从源头

抓起，选择有资质的厂家。同时，要建立

完善的审核机制以及严肃的责任追究机

制。只有做到严守食品安全防线，严把

食品安全关，杜绝劣质奶等不合格食品

进入校园；加强对原材料采购、餐饮用

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严格审查；制定相

关标准，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监管

制、问责制双“制”并举，才能真正确保学

生的饮食安全。班主任不是“万金油”，

有自己应尽的职责，何况在牛奶供应上，

他们既不参与生产又不参与采购，让他

们去“试喝”，对解决牛奶安全问题没有

任何帮助，只会引来抵触、反感和舆论的

责难。

从教体局的回应来看，出台让班主

任“试喝”的制度是借鉴所谓的“外地经

验”。事实上，萧县教体局的做法的确不

是首创，并非个例，类似试吃的案例也屡

见报端。这一风波警示我们，一项制度、

一种做法出台前，千万要做合规性审查，

切忌权力任性。

“让班主任试喝”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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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焦旭坤 赵 蕾

6 个小时的时差，9 千多公

里的距离，授课者与听课者不在

同一屋檐下，师生之间全部的交

流都在互联网上进行……近日，

一堂别开生面的课在浙江财经

大学“无界”国际协作教室举行，

下课后学生们大呼“意犹未尽”。

在这堂名为“选择困难症的

经济学疗法”的课堂上，财政税

务学院教师倪霓邀请到了远赴

西班牙、正就读于巴塞罗那经济

研究院的 2016 届校友汪志杰，

让他与学弟学妹们进行了一次

跨国界交流。

为使学生不再局限于书本

里枯燥无味的知识概念，能放眼

全球，倪霓和骆靖静两位教师想

到了开设智慧课堂，通过运用教

育信息技术手段，让已经毕业的

优秀学子做主讲人为学生授

课。倪霓认为，由于年龄相仿，

授课者与听课者之间有着更多

的共同话题，沟通起来更加方

便，也更清楚问题所在，并能够

对“症”下药。

据介绍，“无界”国际协作教

室不仅能够应用于课堂教学，还

能用于专题讲座、教学研讨活动

等多种教学场景。师生可以轻松

通过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与本地

教室做连线互动，真正实现跨教

室、跨校区、跨国界的协作交流。

课堂上，汪志杰就“如何过好

自己的大学生活”“如何规划未来

职业方向”以及求学留学经历等

多个方面，与大家进行了长达 1

个小时的沟通交流。学生们认真

听取学长的讲解，并不时通过手

机、笔记本电脑实现连线互动，遇

到不懂的地方，大家会自觉有序

地提出，耐心等待学长一一解

答。在“无界”国际协作教室里，

清晰流畅的画面、优质的声音传

输效果消弭了时差与距离问题，

让教学进展得异常顺利。

“看到视频那头优秀的学长

给我们分享经历，感觉很奇妙，身

处地球不同区域的人们找到了一

个平台，在相同的时间段里一起

畅谈交流。这样生动的课真是让

人受益匪浅。”男生王一宁感慨

道，现在他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

了更多的反思与规划，也让他开

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职业目标。

宁海成立
儿童诗研究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应 越 叶贤仁）日前，儿童诗研究中心在力

洋镇水夫故居揭牌，儿童诗阅读与写作教学基地也同时成立。

中心集儿童诗研究创作、教育学习、交流研讨、展览展示于一

体，内部设置了崇文斋、崇文讲堂，现代儿童文学史展厅、雪野工作

室、儿童文学阅读室等多个功能区。中心的落成将会吸引更多中小

学生来古村体验诗书礼仪学习和开展儿童诗创作。

据介绍，儿童诗研究中心由宁海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雪野发

起，中心选址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力洋古村，收藏了30多年来雪

野在儿童诗创作、出版、教学、研究等领域形成的1000多份资料。

本报记者 曹可可

5 月 23 日，是金华市仙源

湖实验学校总务主任程超女儿

的生日。按照计划，完成一天

教学任务、护送学生安全离校

后，他就得回家为女儿庆生。

安排老师放学后护送学生

离校，是仙源湖实验学校的一

项常规。因为梅溪自南向北，

从学校前面流过，每天放学，

大部分学生都要沿着一条水泥

路走到尽头，穿过梅溪上的那

座桥回家。程超的任务就是在

桥一侧的红绿灯前进行交通疏

解，确保学生安全。

下午4点 45分左右，看到

公交车站已经没了孩子的身

影，估计学生都已安全离校，程

超的心才稍稍放下来。这时，

一阵吵闹声突然从不远处传

来，原来有孩子落水了！他心

头一紧，忙跑到岸边向水中望

去。果然，大桥南侧不远处，水

中央露出一个孩子的脑袋，孩

子的一只手在水上胡乱挥动。

程超很快就认出来，落水的是

自己的一位学生，下午刚给他

上过课。

因为前一天下过大雨，上

游的安地水库开闸泄洪，所以

梅溪水位暴涨，几乎与桥墩持

平，最浅处也有 3 米深。如果

孩子被冲过桥墩，漂到地势落

差更大、水速更快的大桥北

侧，恐怕凶多吉少。

没来得及多想，程超从孩

子的落水点直接跃入水中。尽

管是学校的游泳教练，但湍急

的水流和岸边的漩涡回流令他

难以保持身体平衡，加之没来

得及脱掉衣裤，程超感觉双腿

像灌了铅一样难以前行。就这

样游出十多米后，非但没追

上，反而离孩子越来越远。所

以，他决定先返回岸边，前往

下游桥墩附近处入水，去截住

孩子。

值周的副校长朱海峰同样

听到了呼喊声。发现学生落水

后，他脱掉衣裤，率先跑到桥

墩附近跳入水中。“我水性不

好，几乎从来不下水，所以事

后 都 没 敢 向 家 人 提 起 这 件

事。”朱海峰说。更何况，前两

天他刚刚生过一场病，身体尚

未完全康复。尽管已是初夏，

但水温仍然较低，朱海峰下水

后立即感受到寒冷带来的不

适。不过，看着孩子离自己越

来越近，他仍咬着牙向前游。

岸边的人越聚越多，纷纷

加入到救援行动中。家电安装

工人王全信紧随朱海峰入水，

两人在桥墩前成功地将孩子拦

下，避免了事态朝不可控方向

发展。而程超和一位学生家长

也相继游到孩子身边，4 个人

一边用力将孩子往岸边拉，一

边轮流托举孩子，让其脑袋露

出水面。终于，孩子被拉回到

岸边，交给交警立刻送到附近

的卫生所进行救治。

或许是因为水温太低，朱

海峰上岸后嘴唇已经发紫，鞋

子和部分衣物也已被急流冲

走，但他放心不下，还是跟着

一起去了卫生所。晚上陪女

儿过生日时，两度入水的程超

也没敢把救人实情向家人全

盘托出。

经过 5 天的住院治疗后，

落水的学生已经痊愈并返回

学校上课。原来，当天他没有

听从学校的教导，

去 河 边 洗 手 。 结

果，鞋子被水冲走

了，他在捞鞋时不

幸失足落水。“两

位老师处置非常果

断，假如再晚一分钟，我们孩

子的安危就很难讲了，不知道

该 怎 么 感 激 他 们 的 救 命 之

恩。”落水学生家长对记者说，

他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之前

忙于工作，忽视了对孩子的安

全教育。

接受采访时，朱海峰说自己

是出于本能反应：“‘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都是为人父母，而且我

和程超还是党员教师，看到孩子

落水怎能不去救呢？”

事情发生后，仙源湖实验

学校决定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

工作。“这是学校成立6年来发

生的第一起学生落水事件，我

们会以此为鉴，联合公安局、

红十字会等继续加强对孩子的

安全教育。”校长徐校彬说，学

校已经和镇里对接，将在岸边

设立更多的安全警示牌，并在

桥上、岸边放置救生圈以备不

时之需，竭力避免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爱心接力，他们勇救落水学生

浙财大推出“无界”课堂

5 月 31 日是世界无烟
日,今年的主题是“烟草和心
脏病”。浙江农林大学在校
园里举行世界无烟日宣传
活动，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举办吸烟危害
展览等形式，倡导广大学生
拒绝吸烟。图为大学生在
参观展板。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摄）

让校园远离烟草让校园远离烟草

第三届“两岸智慧好课堂”落幕

本报讯（记者 林静远）近日，第三届两岸智慧好课堂邀请赛在

嘉兴落下帷幕，来自海峡两岸的智慧教师战队进行了激烈“对决”。

本次有北京东城区、上海静安区、杭州江干区等20支来自23个

城市的战队参赛，每支战队有5名教师。比赛采用说课的形式，教

师们示范与分享了各地富有教学展现力、学习洞察力、课堂调和力

的智慧课堂。比赛现场设置了专家即时点评和观众评委参与打分

环节，评出了冠、亚、季军及优胜奖。最后，台湾桃园和杭州江干区

队分获冠、亚军。

本届邀请赛由省教育技术中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嘉兴市教

育技术中心、嘉兴市南湖区教育局等共同主办。

全省首家腾讯云互联网学院
落户绍兴

本报讯（通讯员 徐 锋）5月29日，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与

腾讯云合作共建的腾讯云互联网学院正式成立，这是我省首家腾讯

云互联网学院。

据介绍，该学院将充分利用腾讯云在云计算、大数据实验室、

在线课程、项目实训资源和工程案例等方面的优势，努力建设“知

识无处不在，云端就在身边”的新学习模式，同时积极探索与创新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人才联合培养和人才输送机制。

今年9月，腾讯云互联网学院将开始招生，计划开设云计算、

大数据等专业，首届招生规模为160人。绍兴文理学院院长王建

力表示，希望依托校企双方师资团队、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把

腾讯云互联网学院办出规模、办出特色、办出品牌。

近日，杭州下城区中澳结对交流仪式暨水墨节活动启动，该区
有4所学校分别与澳大利亚的学校结对，开展更深层次的师生互动
交流。图为外宾和孩子们一起体验丝绸扎染。

（本报通讯员 樊丰丰 余 捷 摄）

寻找身边的感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