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李 平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85

E-mail：jyxxb2@163.com2 2020年9月7日 星期一

教育·评论

讲好这堂开学第一课

上好开学一课，不但能帮助学生缓解开学的焦虑，还

能帮助他们踏实迈上更高阶，以良好状态投入到今后的

学习当中。而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应该讲些什么？

要讲疫情防控，帮助学生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深刻影响，同时也引

起了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深刻反思。教师要向学生

传达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做好日常的

疫情防控。

要讲厉行节俭，帮助学生形成节约粮食的意识。今

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全国上下掀起杜绝浪费的浪潮。各地不妨充分利用

秋季开学第一课，深入开展勤俭节约教育。比如，把学生

领进田间地头，一起体验农民秋收的艰辛；师生一起就

餐，带头践行“光盘行动”。

要讲抗洪抢险，帮助学生树立勇于担当的精神。每

年汛期，都有一群无名英雄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奔赴抗洪一线。我们要及时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学生

知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上好开学第一课，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希望在

多方努力之下，广大学生能以此为契机，加强科学文化知

识学习，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王 研
来源：广西新闻网

依法斩断灰色实习链

在闲鱼、淘宝等平台搜索关键词“实习”，会发现不

少商家贴出实习资源。商家号称自己是靠谱的中介，

可以通过内部关系搞定实习名额，或者是所谓的“远程

实习”。（9月3日《法制日报》）

所谓付费实习，就是中介机构或个人通过人脉资源

或者其他手段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学生则需要花高价

购买该实习机会。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付费实习形式有

“线下实习”和“线上实习”两种。付费实习并不少见，在

微信、微博、QQ等互联网社交平台上都有其身影，有的价

格高达两万元。

付费“远程实习”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套路多多，令人

难以防范。尤其是对于大学生而言，遭遇实习套路，不仅

会导致自身权益受损，还可能会影响到今后的职场生

涯。所以，应当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比如依照劳动合同

法和《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严打变味的付

费内推服务，对不实宣传等不法行为给予有力惩戒等。

如今大学生就业困难，很多人希望在校期间获得实

习机会。然而好的实习岗位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加

之信息不通畅，让一些天价付费实习钻了空子。鉴于此，

相关部门及高校应在服务大学生实习就业上多下功夫，

以挤压天价付费实习存在的空间。

@杨玉龙
来源: 东方网

购买教辅，
让家长少一些“被自愿”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研究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规定

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

资料。

早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就提出中小学服

务性收费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多年来，经过整治，强制购

买指定教辅软件或资料的现象有了明显改观，但并未完

全杜绝。

无论在提高学习成绩，还是开拓学生视野方面，教辅

软件、资料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教辅软件、资料的

选择上，学校、教师相对于家长显然更有优势、更专业。

这也是为何大多数家长一般都会购买学校、教师推荐的

软件或资料。

正因如此，学校、教师更应谨言慎行，“强制”“指定”

显然要不得，还是应把更多选择权交给家长，让家长少一

些“被自愿”。首先要在程序上规范起来。赋予家长对购

买的教辅软件、资料以知情权、监督权，让他们在了解相

关信息后再做判断、选择。

此外，比价机制也不能少。学校在教辅引入上应做

到价格公开透明，尽可能压缩其中的水分。如此，不仅仅

是为了减少外界对学校与一些机构利益输送的猜疑，同

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书育人。

@郭慧岩
来源：长城网

让新职业成为
吸纳就业的“蓄水池”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统计局正式向社会发布一批新职业，其中包括“区块链工

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老年人

能力评估师”等9种新职业。

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

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三批新职业。这些职业是经济发

展新动能下的产物，也是为了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的需要，它们丰富了人们的就业选择。

对年轻一代来说，更多的职业类型让他们在发展空

间上有了多元选择，得以在个人兴趣与成长发展之间找

到结合点。“快递小哥”李庆恒被杭州市评为“高层次人

才”获百万房补，“直播一哥”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落户

上海，就是最好的印证。

如何抓住新职业中蕴含的新机遇，在人才济济的舞

台上脱颖而出，成就人生梦想，这就要求包括大学毕业生

在内的择业者摆正心态、干在实处。实干是梦想的依

托，伟大的事业总是始于梦想，成于实干。

@邓冠群
来源：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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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昌市教育局下发了 2020 年秋季城区学校收费项目及标准。文件规定，每名小学生夏装、春

秋装各两套，夏装费用每套最高不得超过60元，春秋装则每套最高不得超过80元；每名中学生夏装、春秋

装各两套，夏装费用每套最高不得超过70元，而春秋装每套最高不得超过90元。（8月30日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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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限价令”有点尴尬

□胡欣红

在校园里，不少教师都对学生

们的食物浪费现象头疼不已。一顿

饭下来，剩饭剩菜经常堆成一座小

山。虽然口头上、广播里天天都在

强调，但浪费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勤俭节约

是中华美德，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不

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

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

兴衰的大事。如何开展好勤俭节约

教育，这是对学校的挑战和考验。

现在的孩子，有较强的自主意

识，加之大多没经历过生活的磨炼，

对“粒粒皆辛苦”之类的道理缺乏体

验和感受。一味苦口婆心地强调劝

导，很容易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

单靠管教，不仅很难取得成效，而且

还会产生副作用。之前，湖南某民

办学校将剩饭重量与奖学金捆绑的

做法，就引发了舆论的抨击。近日，

女校长当面吃光学生剩饭的“言传

身教”也引发了诸多非议。

其实，勤俭节约的道理大家都

懂，但对于生活在物质相对充裕条

件下的新生代们，难就难在如何让

勤俭节约意识入脑入心，让他们欣

然接受这一传统美德。

要想上好勤俭节约这一课，关

键要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具

体而言，可以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

两大类。有形的教育，可以通过制

订一些奖励政策来开展。比如，开

展“半份菜”“大小份”“称量自选”

“光盘换水果”等活动，还可以将节

约粮食、抵制浪费的主题纳入德育

环节，与班级的量化考核挂钩，引导

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无形的教育则侧重于从细节入

手，对学生进行思想观念的引导。

有学校带领学生走进后厨，让学生

参与洗菜，观察厨师们切菜、烧菜，

目睹食物制作过程，充分感受到每

一份饭菜的来之不易，他们就会自

觉地推进“光盘行动”。

笔者所在的衢州第二中学则通

过绘制萌猫动漫的方式，向学生宣

传“节粮”“节能”，倡导节俭风尚。

因为校园内有博文猫、鹭鸟、松鼠等

小动物，深受学生喜爱，所以学校就

趁机推出了以博文猫为主题的系列

校园明信片。而当作为校园吉祥物

的博文猫化身宣传勤俭节约的“形

象大使”，学生在会心一笑的同时，

也接受了勤俭节约的观念。

勤俭节约教育绝不能成为“一阵

风”。一些好的做法应持续深入地开

展下去，长期坚持、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直到让勤俭节约成为学生的一

种终身践行的习惯。只要开动脑

筋，群策群力，自然可以结合学校特

色，想出各种各样的妙招，让学生们

舍不得浪费、不愿浪费、不敢浪费。

如何上好勤俭节约这一课

据媒体报道，广东湛江一学校主动向高
分考生发送短信，承诺来复读后考上清华北
大就奖励 100万元。该校高复班招生人员
也回应，奖励情况属实。对高考成绩“明码
标价”，传递了错误的教育价值观。考高分
不是“创富”的途径，考上清北也不是人生的
终点。 （王 铎 绘）

如此“标价”

□夏熊飞

南昌等一些地方出台校服“限价

令”，遵循均衡原则，照顾到不同家庭的

经济条件差异，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

但这样的价格却未必合理。根据

南昌市的限价标准，以小学夏装为例，

每套不得超过60元，意味着上下装平均

价格低于30元。在物价、原材料成本、

人力资源成本高企的当下，30元能生产

出什么样的衣服可想而知。同时，考虑

到利润率和市场规模，这样的价格会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优质校服企业的进入

意愿，会让一些低成本、小制作的企业

大行其道。

校服的价格标准，须经过市场调

查、成本核算、消费者意愿分析等充分

论证后，科学合理制定，而非一味追求

低价。

实际上，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好的

做法，比如：上海市教委就会同市物价

局、市财政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并公布由学校代办校服的弹性价格区

间，具体价格由学校在充分听取家长

委员会意见后与校服生产企业以合

同约定。

极端限价，往往会阻碍一些校服企

业进场，也很难生产出高质量、美观而

且环保的校服，无法满足绝大多数学生

的需求。这是好心办了坏事。

□李 平

校服安全，事关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不可有丝毫差池。近年来，劣质校服、

“毒校服”问题频出，校服中查出甲醛含

量超标、pH值项目不合格，甚至含有致

癌芳香胺染料，不断挑战人们的神经。

究其原因，跟校服限价脱不了干

系。在报价极低的前提下，企业还要做

到有利可图，难免会在校服生产过程中

以次充好，给不合格校服甚至“毒校服”

以可乘之机。事实上，没有哪位家长愿

意孩子穿劣质校服。只要质量有保障，

即便价格高一些，很多家长也会欣然接

受的。

定价只是第一步。一件校服的出

炉，要经过选定企业、采购、质量检查、不

合格产品调换等一系列流程，整个过程

涉及学校、企业、质监、教育主管部门等

多家相关机构，哪一个环节出现监管盲

区，都有可能被生产厂家钻了空子。

我们确实要关注校服价格，但更要

重视校服质量，相应的监督惩处机制务

必得跟上。教育行政部门在出台校服标

准时，必须要完善校服质量检验标准和

抽查规范。同时，鼓励学校、家长等针对

消费端、企业端、渠道端，探索加强校服

质量监管的新手段。

唯有多方合力，才能杜绝劣质校服，

让家长放心，学生舒心。

□陆玄同

在中小学校园里，放眼望去，孩子们穿

的校服基本都是整齐划一、色彩单一的运动

款。这样臃肿肥大、模糊性别界限的校服，

一度成为很多学生不愿回首的记忆。

在不少教师、家长的惯性思维中，总觉

得校服么，价格不需要很贵，即便难看一点，

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孩子穿着它是去读

书的，而不是去比美的。另一方面，统一的

运动款校服不仅耐磨、耐洗，还可防止学生

相互之间的攀比。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这么

多年过去，虽然物价翻番，但校服“限价”却

始终维持在百元左右。价格上不去，也就不

能奢谈校服的设计感、美观度。尽管人们的

生活水平提升了，审美要求也更高了，学生

的校服始终还是以“面口袋”式运动款为

主。此前有网站围绕“您喜欢运动款校服

吗”展开在线调查，就有 73.26%的网友表示

不喜欢，理由有不美观、不合身、不分性别、

质量问题、不分季节等。

事实上，校服作为承载学校德育功能、

审美功能、文化载体的重要角色，理应融入

现代元素，张扬学生个性。让学生穿上漂亮

舒适的校服，有其重要意义。正如中央音乐

学院教授周海宏所说：“我们的孩子在学校，

还穿着大裤裆、长袖子的难看校服，正在把

孩子对美的追求全部扼杀。”再反观国外的

校服，颜色搭配相对丰富，除了运动服，还有

礼服、休闲服等根据不同需求设计的款式。

一些校服还会根据区域、学校特色融入独特

的设计元素。

是时候打破校服本就“低价”“款式单

一”的思维定式了。期待教育行政部门推动

校服改革的步伐，给学生一套他们“真正喜

欢、爱穿”的校服，穿出本该属于他们这个年

龄的青春、自信。

要关注价格，更要重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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