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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学校食堂， 是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部分， 学
生在学校的吃住无小事， 学校食堂管理经营不善， 营养餐配送
的混乱， 需要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高度重视。

办好食堂也是办好教育题中之义

■熊丙奇

近日， 网友爆料称， 吉林市田
家炳高级中学每天只有半小时午休
时间， 且校外买的食物不允许带进
校园， 导致许多学生只能在路边坐
着用餐。 学校总务处回应称， 学校
食堂因为常年亏损早已停办， 教师
和学生一样吃营养午餐。 目前， 学
校已延长午休时间至一个小时。 不
允许外带食物的原因是学校周边的
小商贩不卫生。 （《京华时报》 4月
3日）

学校的回应， 似乎难消除舆论
疑问 :学校有食堂， 为何要停办，
而只给学生提供营养午餐？ 学生为
何不愿意购买学校提供的营养午
餐， 而到校外就餐？ 学校因卫生问
题不允许外带食物到学校， 那学生
蹲在路边吃饭， 就卫生吗？ 种种疑

问都待有关方面在认真调查的基础
上说明事实， 但目前最朴素的逻辑
是： 如果能办好食堂， 或者提供的
营养餐物美价廉， 学生用得着到校
外去吃饭吗？

令人忧虑的是， 这种情况还不
只存在于一所学校。 前些天， 贵州
普定一中学生打砸学校， 是因为数
十名学生在食堂就餐结果食物中
毒。 此前还曾爆出有大学在学生宿
舍外的围墙处泼大粪限制学生叫外
卖的， 可这还是没有挡住学生叫外
卖的“刚需”， 送盒饭的人在围墙
外垫上砖头照送不误。

据报道， 吉林这所学校以前的
食堂是开办的， 但学生反映难吃，
导致食堂停办。 后来改为提供营
养餐供学生购买， 可部分学生还
是到校外就餐。 这十分令人困惑，
学校的食堂以及统一提供的营养

餐， 竞争不过校外摊点， 这是咋
回事？ 按理， 食堂享有税收优惠
和政府财政补贴， 提供同样的饭
菜， 价格应该比校外低， 且卫生更
有保障。 在笔者看来， 学校食堂停
办， 以及营养餐照样不受欢迎， 恐
怕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食堂垄断，
缺乏竞争意识； 二是可能有利益
输送。 如果真存在学校侵犯学生
权益的做法， 当地教育部门必须
叫停。 当地有关部门也应启动对校
方的调查， 追查营养餐配送背后有
无利益链。

至于学校限制学生到校外吃
饭， 禁止学生把校外购买的饭菜
带回学校， 涉嫌侵犯学生的权利。
学校的理由是考虑学生饮食卫生，
出了安全事故难以界定责任， 可
问题是， 让学生在路边吃就卫生
吗？ ———这更加不卫生。 对于学
生到校外购买盒饭， 学校要加强
卫生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 更要
以开放竞争、 服务学生的心态，
办好食堂， 提高服务质量、 饭菜
品质。

首先， 学校应对食堂承包商进

行公开招标。 近年来， 在食堂承包
中， 有一些学校就出现贪腐问题，
为防止贪腐， 有的省市教育部门明
确规定， 取消食堂外包， 还有的学
校则停办食堂。 其实， 更好的办法
是， 在外包中公开招标， 有资质的
社会机构都可参加投标， 并明确承
包方的责任。

其次， 在食堂经营、 饭菜配送
中， 要引入家长委员会、 学生委员
会监督， 公开财务信息。 经营食堂
和配送营养餐的饭菜定价， 除接受
物价审核外， 还需公开听证， 对于
食堂饭菜质量， 可由家长委员会、
学生委员会每天派代表监督。 这是
食堂或营养餐规范运行、 配送， 保
障饭菜质量的根本机制。

办好学校食堂， 给学生提供良
好就餐环境， 是办好让人民满意的
教育的重要部分， 学生在学校的吃
住无小事， 学校食堂管理经营不善、
营养餐配送得混乱， 需要各地教育
部门和学校高度重视， 在加强行政
监管的同时， 创新管理机制进行治
理。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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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
之恶

■杨国营

“习惯了就好了”， 相信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
都听过类似的话。 它貌似是“包治百病” 的“心
灵鸡汤”， 但很多人未曾察觉， 这碗“鸡汤” 很
多时候也是一碗“迷魂汤”。

上周， 一则新闻刺痛了很多人的心。 在广西
一些贫困山区， 中小学生不吃早餐、 冬天穿凉鞋
成为一种“习惯”， 当地家长和教师对此也习以
为常。 如果不是有媒体的报道， 很多在城市或经
济较发达地区生活的人们可能根本想象不到， 今
天仍有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竟然连温饱都无法保
证。 虽然客观来说， 报道中提到的情况只存在于
少数地区， 放在全国来讲并不普遍。

当地家长和教师对孩子们艰苦的学习、 生活
环境习以为常， 是因为无力、 无奈。 但是， 一些
有关部门和群体是否也要对此逐渐“习惯” 起
来？ 如果媒体“习惯” 了， 不再为孩子们鼓与
呼； 如果当地政府“习惯” 了， 不再为改善孩子
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而尽责； 如果社会公益人士
“习惯” 了， 不再为孩子们奉献一份爱心……如
果我们逐渐“习惯” 于漠视社会弱势群体的艰辛
与苦难， 这难道不是一种恶行？

著名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
“平庸之恶” 的概念， 指因不思考、 无判断、 盲
目服从而犯下的罪恶。 那么， 是什么直接导致了
人的平庸？ 在笔者看来， 是习惯。 这里所说的习
惯， 不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小习惯， 而
是更多地指向因为缺乏思考与判断， 对社会生活
中存在的弊病和危机的熟视无睹， 对弱势群体和
公众权益的麻木不仁， 这就是“习惯” 之恶。

对于“习惯” 之恶， 权力部门、 社会公器尤
须戒惧。 “山东一中学副校长猥亵女生致怀孕”
“贵州一高校学生因‘寝室藏麻将’ 被下红头文
件警告” “一辆面包车挤21名小学生， 家长明知
危险却无能为力” 等等， 仔细审视最近发生的一
些热点教育新闻， 其中蕴藏的深层次问题， 很多
都有“习惯” 之恶的鬼魅身影。 试问， 如果政
府有关部门和学校对相关问题有清醒的认知和
省察， 而不是因循于习惯， 忽略自身责任， 放
任自身权力， 也许就能防患于未然， 也许就不
至于造成不良后果， 也就不会给自身招致舆论
危机。

“习惯” 之恶， 经常体现在习惯于潜规则。
日前， “中国学者论文被英国出版公司大规模撤
稿” 一事经国内外主流媒体曝光后， 再次引发各
界对国内学术风气的质疑。 据媒体报道， 英国这
家出版公司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论文出现“伪造同
行评审的痕迹”。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这根源于
不合理的激励驱动机制。 一些研究成果也许学术
价值不高， 但只要能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 将
有助于作者获得学位、 工作机会或申请经费等。
不难发现， 这类伪造行为在相关利益群体内已经
形成了潜规则， 不少人已经习惯于这种操作手
法。 试问， 倘若不是有关各方对这种“习惯” 之
恶的不察或选择性忽视， 何至于伪造行为泛滥成
灾， 造成今日如此恶劣的影响？

考察“习惯” 一词的来源可以发现， 习惯原
本写作“习贯”， 指“习于旧贯”。 很多人在时间
的消磨和制度的制约下， 对很多原本不习惯的事
物和现象变得“习惯” 起来。 尤其是对一些长期
存在、 从来如此的东西， 更是不加以思考， 不寻
求改变。 对此， 鲁迅在 《狂人日记》 中早就做出
了有力的诘问： “从来如此， 便对么？”

习惯是改变的天敌， 是改革的“绊脚石”。
习惯是不作为、 懒作为、 乱作为的重要成因。 中
国教育要走向优质、 公平、 公正， 中国社会要走
向和谐、 繁荣、 稳定， 正视、 摒弃、 革除“习
惯” 之恶， 是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一周舆情榜（3.29-4.3）

（中教舆情监测数据）

排名 新闻事件 报道量

1
调查称逾四成大学毕业生期望
月薪超8000元

655

2
广东惠州新生军训 女孩挥匕
首学防身

289

3
高校发通告砌墙禁外卖 餐馆
爬墙头给学生送餐

264

4
学生拍占道车辆引发争执 被
骂“读书读傻了”

239

5
吉林中学食堂专供老师 学生
在马路边吃盒饭

232

6 尴尬的四川大学“卓越教学奖” 219

7
千年古寺招新媒体人才 收到
超4000份应聘简历

168

8
远郊大学城圈养学生 学校生
活被指像小高中

161

9
四川农大两学生当街残忍虐猫
校方： 责令学生向全社会致歉

147

10
山东兰陵县一初中副校长涉猥
亵女生被抓 1女生已怀孕

142

就近入学全覆盖倒逼教育改革

■汪明

据报道，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
小学、 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将由去年
的19个大中城市扩大到今年的所有
城市。 其中， 直辖市、 计划单列
市 、 副省级省会城市的所有县
（市、 区） 今年实现划片就近入学，
100%的小学实现划片就近入学，
原则上每所小学全部生源由就近入
学方式确定； 90%以上的初中划片
入学， 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
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这一
新政表明， 免试就近入学的覆盖范
围正在继续扩大， 推进力度也在不
断加大。

加快实现免试就近入学全覆
盖， 是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 推进
依法治教的必然要求， 也顺应了义
务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方向， 因而
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当然也应看
到， 目前社会上对此还存在着一些
不同认识和看法， 一种较具代表性
的观点认为，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水平还相对较低， 义务教育学校
之间差距仍然过大， 推进免试就近
入学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 在此情
形下急于推进免试就近入学， 对家
长和孩子而言也不公平。 然而在笔

者看来， 促进均衡发展绝非一朝一
夕的事， 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也还
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但推进免试
就近入学， 缓解义务教育“择校”
现象却不能一味等待。 “均衡发
展” 和“免试就近入学” 应当同步
推进， 而从具体的操作策略看， 则
需从能够做的先做起， 从容易改的
先改起。 事实上， 加快实现免试就
近入学全覆盖， 在一定程度上催生
了改革动力， 也将会促使义务教育
的改革发展步伐大大加快。

推动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正在倒逼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
进步伐， 这一点从各地的改革实
践中已经得到印证。 一些重点大
城市为了更好地推进免试就近入
学工作， 开始加大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的步伐。 从去年开始， 北京
市从增加优质资源的数量入手，
通过横向联手增加优质资源、 纵
向贯通培育优质资源、 统筹协调
拓展优质资源、 促进校长教师轮
岗， 使得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
得到提升， 这种倒逼机制的正面
效应已经逐步显现。 同样， 上海
市积极推进学区化、 集团化办学，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成片统筹管理，
倡导多校协同、 资源整合、 九年

一贯， 实现学区和集团内课程、 教
师、 设施设备等优质资源共享， 取得
了积极的改革成效。

推动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正
在倒逼义务教育招生划片方式的改
革。 其中在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
衡， 家长择校意愿比较强烈的地区，
实施多校划片成为一个积极的改革举
措。 今后在这些地区， 每一个招生片
区内应当包括优质学校、 中等水平学
校和相对薄弱学校等不同类型学校，
尤其要保证优质学校参与片区招生的
数量， 当一所学校的报名人数超出实
际招生人数时， 则采取随机派位的办
法。 这样的制度设计虽然难以从根本
上消除家长的择校意愿， 但毕竟在起
始阶段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机
会。 此举也意味着， 今后不论居住的
是“学区房” 还是“非学区房”， 孩
子都拥有了进入优质学校的同等机
会， 有利于抑制“学区房” 的过度炒
作。

加快实现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最大限度地做到趋利避害， 无疑对管
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各地在政策制
定前要有充分论证， 在政策执行时要
有严格监管， 对政策实施效果要有跟
踪评价。 可以说， 加快实现免试就近
入学全覆盖， 及时化解改革中出现的
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 确保免试就近
入学政策在不断完善过程中逐步趋于
稳定和成熟， 对地方政府、 教育行政
部门和义务教育学校都是一次新的考
验。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

传统节日应成文化教育生动课堂

■单承彬

清明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
也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淮南
子·天文训》 说： “春分后十五日，
斗指乙， 则清明风至。” 此时， 万
物生长， 气候清洁而明净， 故谓之
“清明”。 每逢此节， 人们便纷纷返
乡， 祭扫先人丘墓， 形成一道亮丽
的文化风景。 美中不足的是， 偶尔
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杂色， 几乎每年
都有因焚烧纸钱引发山林火灾的案
例， 而大量纸钱随处散落田间林
下， 让美好的春光多少打了些折
扣。

其实， 清明节的习俗还有很
多， 并不只是扫墓一项。 即便是扫
墓， 也未必焚烧纸钱。 古人于扫墓
拜祭之后， 还有欣赏春光的踏青活
动。 也就是说， 清明节并不是一个
悲戚肃穆的“鬼节”， 而是一个伦

理情感色彩浓烈且极富生活情趣的
节日。 它首先寄托了人们对于逝去
亲人的哀痛和怀念。 这种特殊的感
情交流， 饱含着孝悌仁义、 友爱亲
善的成分。 其次， 清明节也是人们
享受“春日载阳” 的绝佳时机。 在
熙暖的春光里， 孩子们口袋里装满
了各种节日美食， 随家人踏青郊
外， 乞新火， 荡秋千， 戏蹴鞠， 斗
鸡蛋， 吹柳笛， 放纸鸢， 大自然的
勃勃生机， 将焕发出他们的无限憧
憬。 在古代， 即便尊贵如君主和台
阁重臣， 也能享受节日的快乐。

所以说， 看似简单的节日习
俗， 其实都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
涵。 它们是历史文化长期积淀、 凝
聚的结果， 其中包含了华夏民族极
其精彩的生产生活内容， 寄托着人
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 蕴
含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
向， 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许多最重

要的成分。 研究表明， 清明节源于
古代的火崇拜， 钻柳木取火是其最
初的主要仪式。 但在漫长的历史发
展中， 单纯的宗教活动逐渐被赋予
了伦理的色彩， 寒食禁火， 门前插
柳， 祭扫陵墓， 与纪念晋国贤臣介
子推联系起来， 清明节也因此有了
标榜道德模范的意义。 这正如端午
节之于屈原或伍子胥、 中秋节之于
嫦娥， 也同样是这类宗教仪式伦理
化的结果。 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通
过节日保留下来， 在培养良好的社
会道德习惯方面长期发挥作用。 因
此， 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教育， 普及
民族节日风俗知识， 是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 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一个
重要方面。

然而， 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 当前还面临着许多
问题。 一方面， 传统节日形成于
数千年来的中华农耕文明， 其性
质与形式都是为农业社会的生产
生活服务的。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
的发展， 传统节日文化承受着来
自现代文明的巨大压力， 节日礼
俗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和社会土
壤逐渐丧失。 另一方面， 改革开

放以来， 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
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势冲击。
很多人热衷于情人节、 圣诞节、 万
圣节等西方节日， 对中国传统节日
缺乏兴趣， 即便过节， 也往往只关
注元宵、 粽子、 月饼等节日食品，
至于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却知之甚少。 更有甚者， 受社会不
良风气的影响， 许多传统节日成为
请客送礼、 滋生腐败的温床， 从天
价月饼、 黄金粽子里面， 已经品不
出丝毫传统文化的味道。

源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为祭
祀宙斯而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 为
发挥古代民俗文化资源的现代化效
应树立了典范。 在大力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今天， 我们也应该借
鉴这样的经验， 既要理解传统节日
在传承文化、 建立公序良俗方面的
重要作用， 也要理解传统节日赖以
延续的客观环境与当前的生存困
境， 从现代社会文明的价值体系出
发， 科学、 理性地确定传统节日文
化资源的现代性价值， 把传统节日
作为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最佳
课堂。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既要理解传统节日在传承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也要理解传
统节日赖以延续的客观环境与生存困境，从现代社会文明的价值
体系出发，科学、理性地确定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现代性价值。

“均衡发展” 和“免试就近入学” 应当同步推进， 而从具体
的操作策略看， 则需从能够做的先做起， 从容易改的先改起。
事实上， 加快实现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
改革动力， 也将会促使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步伐大大加快。

缺乏思考与判断， 对社会生活中存在
的弊病和危机的熟视无睹， 对弱势群体和
公众权益的麻木不仁，这就是“习惯”之恶。

校服定制
切莫跑调
■闫锁田

众所周知，校服不仅是记录孩子
们儿时成长的感情符号，而且是规范
学校管理、 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提
升学校形象的有效手段，同时对遏制
校园攀比之风也有重要作用。

提倡统一校服，本身是件好事，
但是有些学校具体操作时候却别出
心裁，致使此项工作有点跑调变味，
如某中学一次性给学生定制校服8
套，收费高达1600多元，三年时间让
孩子穿完8套校服，除了加重家长和
学生经济负担，造成资源浪费之外，
学校出此之策着实有点“显摆”，对
学生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大致说来， 校服定制数量太多
价格太高的问题相对集中， 原因不
外乎单纯追求校服外观的统一美
观， 使用高档面料， 也不排除个别
人从中谋利的腐败行为， 更重要的
是校方以行政方式强迫学生及其家
长高价购买多套校服， 绑架了家长
和学生的意愿， 违反了平等、 自
愿、 诚信的民事活动原则， 无形中
会让学生产生攀比和追潮心理， 使
校服应有的意义大打折扣。

校服定制得有个规矩。 教育部
专门下发文件， 对校服生产、 采购
和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些地方
也出台了相应的具体规定， 这些法
规， 不仅从法律层面上建立了校服
的采购、 定价、 送检、 退赔以及惩
处机制， 也通过对校服的采购和使
用进行全程监控， 全面保障了学生
的合法权益。

校服的设计定制得有点创意。
校服是校园文化的一种显性标志，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学校校服
的设计应以简单、 得体、 大方、 整
洁为主； 定制应注重优选款式， 科
学合理地确定学生统一着装的品种
和数量， 最大限度地减轻学生和家
长的经济负担， 巧妙地渗透文化元
素， 提升学校文化的品位， 真正向
学生传递诚信、 公平等人文价值观
念， 让学生产生一种平等感和归属
感， 以此培养学生艰苦朴素、 团结
合作、 相互尊重的优良品质。

校服穿着也得有个讲究。 穿好
用好才是统一校服的真正意义， 从
目前情况看， 许多学校重视定制而
往往忽视了着装管理， 学生随意在
校服上签名涂鸦， 刀割笔戳， 使本
应如学生心灵般清纯的校服变成了
“画布”， 遍体受伤。 因此， 学校平
时应注重校服管理的教育， 要求学
生爱护校服， 从心底对校服产生一
种荣耀感， 始终保持校服的干净整
洁， 让校服这一文化标识焕发青春
的光彩。
（作者系甘肃省天水市教育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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