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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专门机构助推艾滋病儿童成长
■王丽娜

加强权益保护， 保证受艾滋病影响
儿童接受学校教育， 是保障艾滋病儿童
受教育权利的宗旨。 但是， 现实生活中
却有着不小的实施障碍。 一方面， 艾滋
病儿童由于自身的特殊性， 不具备完全
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自身难以保障其行
为的安全性， 使其在普通学校就读的风
险系数较高。 另一方面， 艾滋病儿童的
心理成熟程度和承受能力有限， 因特殊
的身份、 周遭的舆论压力， 对其心理的
伤害及后期影响难以估计。

因此， 建立专门接收艾滋病儿童的
学校或机构， 而不是让其与其他非艾滋
病儿童一起接受教育， 是保障艾滋病儿
童享受学校教育的有效路径。 此类专门
艾滋病儿童的学校相较于普通学校， 有

三点需注意： 在教育课程方面， 提供
与普通儿童同等的教育课程；此类专门
学校更应提供针对艾滋病儿童的心理
融入和社会融入辅导；学校教育需与卫
生服务双轨并行，学校教育应在医疗服
务保障的基础上进行。

这一系列艾滋病儿童的教育和医
疗保障， 离不开政府力量的支持。 专
门学校的成立和艾滋病儿童的入学落
实等问题， 需要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
或工作小组提供规划、 宣传等服务。
学校教师的编制、 薪资待遇等问题，
编制和财政部门也要予以适当倾斜。

相较于政府这只自上而下的手，
社会服务具有其独特优势， 二者相结
合， 易于形成更具可操作性、 更专业
的教育救助模式。 例如， 在艾滋病儿
童及学校员工的心理疏导等方面， 社

会机构可能更加专业； 艾滋病儿童具有
地域分散性， 呈碎片化分布， 成立针对
分散化艾滋病儿童的专业教育机构， 社
会机构更具操作性。 但是， 在现实情况
下， 很多公益性社会组织缺乏足够的
人力和资金力量， 这就需要调动更多
的社会资本投入到艾滋病儿童社会服
务中。 同时， 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
方式， 弥补政府行政力量自身存在的
不足， 使得专门艾滋病儿童教育能在
政府和社会双轨推动下顺利展开， 是
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但是， 成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并不意
味着与周围社会的脱离。 相反， 专门教
育机构的成功运转更需要社会舆论的包
容和支持。 引导社会舆论是一项需要长
期坚持的工作， 让大众意识到， 妥善解
决艾滋儿童的受教育问题， 既是对这些

儿童自身生存权利的保障， 也是对社会
整体生存的保障。 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到艾滋病儿童教育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
做义工、 志愿教师等方式， 让孩子们感
受到来自外界的温暖、 信任。 另外， 现
在对艾滋病儿童的研究大多限于医疗领
域， 针对艾滋病儿童教育的研究非常匮
乏， 需要加强艾滋病儿童教育的研究，
为具体教育实施提供科学框架和指导。

相较于强行让艾滋病儿童在普通学
校就读， 使艾滋病儿童承受巨大的舆论
指责和现实性不公待遇， 为艾滋病儿童
提供专门的教育， 才是对艾滋病儿童真
正的呵护， 才是真正保障其受教育权
益。 因此， 建立针对艾滋病儿童的专门
教育机构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也是当务
之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院责编）

艾滋病儿童入学只是人生开端
■顾骏

从理论上说，艾滋病儿童入学之难，
难在两种权利的平衡。 患童应享受法律
规定的受教育权利， 尤其是医学上已经
证明的像坤坤这样的艾滋病病毒携带
者，只要治疗得早，治疗得当，通过长期
规范的服药治疗， 可以将艾滋病病毒含
量逐渐降低，直至检测不出，到时其传染
性几乎为零。但是，这一结论提出了两个
问题。

第一， 患者可以长期生存， 因此他
们需要正常的生活。 2006年， 国务院颁
布了 《艾滋病防治条例》， 其中明确规
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及
其家属享有的婚姻、 就业、 就医、 入学
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艾滋病儿童
不但需要接受教育， 实现自身的发展，

而且只有进入普通学校， 而不是某种
“特殊学校”， 才能实现当下的正常成
长和未来的“正常生活”。

第二， 因为可以达到“零传染性”，
艾滋病儿童也应得到正常生活的机会。
艾滋病不但具有传染性，且具有终身难
以治愈的特点，所以艾滋病患者能否实
现正常生活，不但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意
愿，还取决于他们对他人的影响。“零传
染性” 说明已不构成对他人的威胁，融
入正常社会生活对患者是必要的，对公
众也是可以乃至应该接受的。

然而， 艾滋病儿童正常入学的必
要性和可能性， 并不代表同学及其家
长担心就是多余的， 甚至只是“无知
的表现”。 毕竟目前患童尚在治疗的初
期阶段， 体内病毒尚未达到“检测不
出、 零传染性” 的程度， 客观上传染

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而且， 儿童天性好
动， 同在一个教室之内， 甚至直接同桌
的情况下， 会不会在同学嬉戏打闹时，
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形？ 略显悖谬的是，
艾滋病儿童融入正常校园生活越好， 同
学间密切接触的可能性越大， 而学校防
范措施越到位， 反而说明艾滋病儿童的
学习生活达到的“正常水平” 越低。

艾滋病儿童正常入学， 不是理论问
题， 而是操作问题， 不是方向问题， 而
是分寸问题。如何确保艾滋病儿童的行为
之正常性，避免无谓的风险和对这类风险
的恐慌，学校在尽力为艾滋病儿童营造正
常的学习环境，努力让他融入班级之中的
同时，需在规范全体同学的行为上作出特
别的努力。 当然，这里所说的“特别努力”
容易被认作歧视性对待，并可能在幼小心
灵中留下阴影。 严格地说，这种影响难以

完全避免，只能尽量弱化之。 如果能让艾
滋病儿童既知道自己同别人不完全一样，
又能坦然面对， 养成平常心， 那就可以
真正为他们奠定正常生活的基础。

在校园内， 这份工作如果教师能做
好， 最好。 如果能让学生在掌握艾滋病
基本知识的基础上， 建立友善气氛和关
爱关系， 那么无论对艾滋病儿童还是正
常学生， 都是人格健康成长的助推。 如
果学校存在理念、 能力和技术上的困难，
应引入专业性公益机构， 配合学校一起
开展相关作业。 毕竟目前校园内还缺乏
“学校社会工作” 的专业人士， 在教师能
够引导学生之前， 要对教师进行培训和
指导。 目前， 这类公益机构本身数量还
不多， 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那也正好
说明有必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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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心态看待
“弹幕”进课堂

■徐日君

笔者认为， 技术工具引入课堂只要把握两
个原则，就应该大力支持：一是技术是为教学服
务的，有助于师生互动、学生思考，能提高教学
质量。二是任何技术都不能喧宾夺主，教师在教
学中利用信息技术之长，并辅之以有效引导，充
分掌控技术工具而不是被工具牵着鼻子走。

教育理应关注社会发展， 充分利用最新的
科技手段，使课堂更关注学生的个体需求，更契
合学生的学习方式。 从这一角度而言，“弹幕”课
堂考虑到高校课堂的实际情况，利用现代科技之
所长，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正如“弹幕”
的发明人所介绍的，“开发这个系统主要是希望
课堂低头族们能抬起头来，积极参与教学”。

其实，伴随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课堂
有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 这俨然是一种大势
所趋。 在欧美发达国家，“云课堂”、“慕课”、“电
子书包”等曾经只是一种概念，而今却逐渐被更
多的人所接受， 并在一些课堂上如火如荼地开
展起来。 我国一些沿海城市在信息技术进课堂
方面，就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探索。 例如，有的学
校开展了颇具技术含量的互动课程。课堂上，学
生手拿平板电脑， 可在不同难度级别的题库中
选择适合自己的习题， 系统会自动批改并向老
师反馈答题情况。这种方便快捷的教学方式，势
必是未来课堂的重要形态。

而且， 借助信息技术实现课堂交流的便捷
化、深入化，也是未来课堂的一大趋势。 在美国
大学，多数课堂都要求学生踊跃发言。学生可以
分享自己的观点， 或是对自己不清楚的内容提
出疑问。由于在高科技平台上，师生之间的交流
更加简便、快捷，学生小组合作经信息技术的助
力变得更加高效，课堂从而变成了高质量的、促
进学生思维锻炼的课堂， 这样的技术工具应得
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相对而言， 我国课堂应用信息技术不是太
多，而是太少，这一方面跟学生的学习习惯有关。
大多数学生习惯于满堂灌的学习方式，尤其在农
村学校，探究式、互动式等更符合现代教学精神
的教学模式还没有遍地开花。另一方面也跟教师
的教学水平有关，不敢用、不会用信息技术，对信
息技术敬而远之。 实际上，优秀的老师往往不局
限于教材， 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作为教育资
源，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长处，以更加直观的
方式展开教学。未来的课堂也一定是在教会学生
独立思考、动手操作的基础上，教学形式更加多
元、多样。 为此，老师和学生们都应转变观念，做
好准备，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数字时代的到来。

（作者系渤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谁来呵护艾滋病儿童的受教育权
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 近日， 遭“200名
村民联名驱逐” 的四川南充艾滋男
童坤坤已进入当地某小学就读。 但
是， 有专家估计， 类似坤坤这样患
有艾滋病的14岁以下儿童全国约有
8000人左右。 如果都进入学校， 正
常学习和生活， 有可能引发多大范
围的家长恐慌？ 那么， 如何保障这
部分儿童的受教育权？ 艾滋病儿童
在普通学校就读是否可行， 有哪些
风险， 具体应如何操作？ 本期刊发
两篇评论文章， 以期对艾滋病儿童
上学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肖弋 绘

相较于
强行让艾滋
病儿童在普
通 学 校 就
读， 为艾滋
病儿童提供
专 门 的 教
育， 才是真
正保障其受
教育权益。

大学课堂要用思想
吸引学生注意力
■胡乐乐

由于当下不少学生人生规划不明确， 以及
智能手机的普及化和功能的强大化， 许多大学
教师为了成功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不得不在
课上使出浑身解数———从说笑话、 讲段子到穿
着打扮。“微弹幕”虽是新颖的，但客观而言，引
入它也只是诸多努力中的一个新解数而已。 而
且“微弹幕”其实也并不多么新颖，因为早在它
之前，一些“科技达人”已经实现了课堂投影大
屏幕与师生的手机连接在一起， 展示学生的问
题、答案，甚至用于点名。

一切辅助技术手段都是为了服务教学的。
大学老师在选择教学方式和辅助技术的时候，
一定要思考拟选用的教学方式和辅助技术是否
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如果弊大于利，那
么就应该果断放弃， 转而寻求别的教学方式和
辅助技术。 因此，在我国今天的大学课堂上，虽
然边讲边播放幻灯片是一种主流， 但仍然有一
些老师选择粉笔、板书等传统教学媒体。

进一步来说，让“低头族”大学生纷纷抬起
头，将注意力集中到老师和大屏幕上，根本的办
法是老师的讲授要有思想性， 同时要声情并茂、
自由挥洒。大学教师课堂教学不同于中小学教师
课堂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想性。 一堂课，
只要老师有思想并能够讲出思想性来，同时声情
并茂、自由挥洒，那么就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让
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手机。 事实上，之所以学生在
一些老师的课上做“低头族”，就是因为老师的课
听起来没意思。而在那些教学有思想性并声情并
茂、自由挥洒的老师的课上，被深深吸引了的学
生即便想做一秒钟的“低头族”也不能。

总而言之， 诸如“微弹幕” 之类的时髦教
学辅助技术不应该成为大学课堂的“主人”。
大学课堂的真正主人是教学有思想性并声情并
茂、 自由挥洒的老师。 当然， 老师让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教学， 进行富有意义的师生和生生互
动也很重要。 那些指望把手机、 微信和“微弹
幕” 应用于大学课堂教学， 进行“伪教学创
新” 的老师， 应该好好思考大学教学为什么本
质上应该是一种高级智识活动。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

一周舆评■■
■■

■■
■■

■■

教育缘何争议多“尊重”二字不轻巧
■张以瑾

2014年只剩最后几天了， 不总
结出点什么似乎对不住哗哗流淌的
时间。于是，“盘点”成为这一周的热
词。但到街头报摊瞅瞅，能看到的年
度盘点为数寥寥， 大小报刊争奇斗
艳的盘点盛况已是隔年记忆了。

不过， 好看且有意义的盘点永
远是读者需要的。 既然媒体的发展
趋势是融合， 那纸媒完全可以携手
新技术、 新媒体， 为读者奉上更丰
盛、更有营养的“盘中餐”。借助中教
舆情监测成果， 我们尝试用数据思
维评说一周热点， 帮助读者在零散
事件中发现更多关联， 在海量信息
中获得最大“能见度”。

过去7天，最受舆论关注的事件
是《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
出台。《意见》规定，性侵害、出卖未
成年人等7种严重情形可以撤销监
护人资格。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
法》 关于撤销监护权的规定已经有
了很多年， 但是这项工作的有效落
实将从《意见》实施开始。 这使得公
众对明年1月1日这份意见的有效落
实充满期待和好奇。

地球人都知道， 中国传统观念
倾向将子女视为父母的“私产”，父
母管教和责罚子女天经地义， 即使
有虐待情形， 外人也无权剥夺父母
权利。 但最近频频曝出的未成年人
被残害事件， 也让这一传统观念广
受诟病。 就在上周，河南2岁男童疑
遭母亲情夫殴打死亡， 浙江一名年
轻母亲在街头狠踹亲生儿子， 都迅
速扩散为全国性的舆论事件。 而北
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
现，在6年间收集的697起虐童案中，
近八成施暴者是亲生父母。

曾有媒体发起“什么样的人有
资格做父母”的讨论，有人甚至提出
要给父母发放资格证。 谈“父母资
格”虽然有些荒诞，但“父母素质”却

是每个身为父母或想成为父母的成年
人需要认真思考的。 经常听到校长和
老师抱怨，现在学校仅仅“教学生”还
不够，还得“教家长”，因为现在不少家
长一方面为孩子成长极为上心， 另一
方面又不遗余力地把与教育相悖的目
标树立为孩子成长的标杆。

上周的两则新闻显示， 学校的这
种无奈并非空穴来风。 在湖南电视台
正热播的校园真人秀节目《一年级》
里，为了帮助孩子竞选班干部，一群家
长们你争我抢进行拉票，甚至不惜“贿
选”。以至有网友感叹“节目很生动，孩
子不灵动”。 小小年纪就官瘾十足，童
真和童趣自然要大打则扣， 而执迷不
悟的家长是其中的重要推手。 这种不
良风气当然要刹住！这不，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二审
稿规定， 不得利用10周岁以下未成年
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一则是为权，一则
是为钱， 家长到底想要孩子成为哪样
呢？这个问题若想不明白，“父母素质”
恐怕永远是教育的一大难题。

站在学校的立场上，不难发现家庭
教育的种种问题，但如果站在学生的立
场上，学校教育也有不少地方需要反思
和改进。 年轻人都喜欢过年过节，不管
是洋节，还是“土节”，只要能带来放松
和欢乐，都是值得过的“好节”。 但这回
偏偏有少数学校和地方不愿让学生过
“洋节”，规定“谁过圣诞就处分谁”，禁
止“在校园内举行任何与圣诞有关的活
动”，甚至组织学生身着汉服“抵制圣诞
节”……这些做法虽然饱含了对传统文
化的深深关切， 但方式简单又粗暴，实
在惊呆了小伙伴们———“谁过圣诞就处
分谁”，这不是老式家长们喜欢的“棍棒
教育”吗？

回到教育的本位，无论是教师，还是
家长，都应该站在“人”这个根本点上，学
会尊重、学会沟通、学会引导，不仅这样
对待孩子，而且教他们明白：人人都应该
这样彼此对待， 涉及他人时不以工具视
之，处理事情时避免非此即彼。

（中国教育报刊社中教之声舆情评
论部出品）

据报道，在华中科大的一堂《广告创意策划》
课上，“弹幕”的出现引起了众人关注。“弹幕”是
指以滑动字幕方式实时出现在屏幕上的评论，而
利用微信和局域网连接发送，就成了“弹幕”。 有
关“弹幕”引发的争论，其实是对课堂上技术工具
使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课堂上到底该不该
使用技术工具？ 该如何使用？ 且看下文。图说教育舆情

（12月21日-27日）

教育舆情网络搜索结果为45912条。 从舆情走
势看，12月23日单日舆情总量最高， 达到9055条。
双休日为舆情低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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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新闻事件 报道量
1� � 四部门： 七种情形可被判撤销监护人资格 336
� 2� � 沈阳一高校女教师贩毒给学生 警方已介入 292
� 3� � 华师性学女硕士四川出家 139
� 4� � 老师体罚多名男生 当女生面脱裤打屁股 110
� 5� � 用笔划伤学生脸 校长登门下跪道歉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