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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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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
本周，两名游客摇身一变成网

红，但代价有点儿大。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两名

大学生全然不顾周围其他游客的目
光，在故宫内的一个休息处吸烟，
其中一人一边抽烟一边对着镜头说

“谁敢在故宫里抽烟”，同行者拍下
视频后还称“哥真厉害”。

有评论指出，作为一个法治国
家的公民，如果想正常工作生活，
不仅需要智商、情商，尤其还需要

“法商”。法商，是公民对法律及其
他社会规范的认知、体会、实践乃
至达到信仰的程度体现，是内心对

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作用的认同感
受与外在行为的有机统一。说到
底，法商就是法律意识、法律知
识、守法习惯等法律素养的总和。

“法商”的高与低，不仅反映着一名
公民的综合素质，也反映出一个社
会的发育程度。

暑假是社会实践比较集中的时
期，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或有
组织或自发行动，许多学生愿意利
用这一段时间到各地游走观光，或
者参加一些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以
开阔视野、提升能力。由于假期时
间比较长，与社会接触比较深，站
在对孩子负责的角度，学校和家庭
非常有必要恶补“法商”这一课，
让孩子更好地知法守法学法用法，
不至于像故宫这两名游客一样，做
出后悔不迭之事。

之所以说要恶补，是因为在一
些地方，成人和孩子都缺少主动了
解法律法规的意识，有的即使有所

了解，却认为无关轻重，时常做出
违反社会规范、公共道德乃至违反
法律的行为。据未来网报道，兰郎
高速上在临夏距离双城出口大致二
公里处，有四五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在高速路边，用石头砸高速路上过
往的车辆。一共有 7 辆车受损，近
200人滞留临夏服务区，受损金额达
10 多万元。孩子此举也许出于好
奇、好玩，但将砸车与跨栏过街、
闯红灯、践踏草坪、任意插队、乱
扔垃圾、随地吐痰、破坏公物等联
系在一起，无疑折射出公民规则意
识的淡薄和“法商”的不足，尤其
是相关教育的缺失与缺位。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肌体中，规
则就是筋骨。有了明确的规则，才
能框定人们的行为边界。如果说捍
卫以法律和公序良俗为基础的规则
文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道必
答题，那么“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
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

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
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
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尤其是引
导孩子从小有规则意识，敬畏规
则，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守护
社会公德，则是中国教育必须认真
做好的必修课。

因此，不管孩子是在放养，还
是在参加夏令营，抑或其他或长期
或短期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有必要
做好准备功课，提前让孩子了解相
关规则规定，让其清楚触犯规则所
要付出的代价。背后的现实是，不
少孩子一直活动于学校、家庭之
间，社会活动参与较少，对交通规
则、社会公德、景区景点游客须知
等，可能缺乏系统深度的学习。特
别是跨境旅游时，对当地的法律规
定、民风民俗等了解不够。提前做
好准备功课，不仅是为了有更大收
获，也是避免节外生枝。

为培育具有较高“法商”的公

民，交通、公安等部门不妨组织相
关活动，引导学生过一个安全而有
收获的暑假。学校也可以布置相关
作业，让学生系统学习与自身有关
的法律知识，强化遵守社会规则的
重要性。对于家庭而言，父母要有教
育意识，在为孩子做好榜样的同时，
和孩子在游历中更好内化各种法律
法规和社会公德，让孩子脑海中有红
线，行动上有遵循，自觉成为国家法
律法规的遵守者，而不是触犯相关
规定或违反社会公德而不自知。

规 则 意 识 从 来 不 是 与 生 俱 来
的，而是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涵
养、强化。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
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
而加强人们的规则意识，需要教育发
力，从生活细节入手、从娃娃抓起，抓
住假期的大好时机，做足功课。孩子
在校园和家庭中有了系统引导，从小
有遵从规则的意识，长大后才能成为
社会秩序的守护者。

暑假“法商”教育正当时
张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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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警方通报“男子故宫抽烟拍
视频炫耀”一事。经调查，河南某高校学生
刘某某、仝某某在故宫冰窖餐厅门口露天休
息区吸烟，并由同行人员韩某某拍摄抖音视
频发布网络。北京警方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为由对三人分别做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三
人均表示认错悔过，并向公众真诚道歉。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当下，对传统的
兴趣、对文化的热爱、对精神生活的重新认
识和发现，正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公众
井喷的文化激情，需要找到出口；故宫作为享
誉中外的公共博物馆，吸引了众多游客。“故
宫抽烟拍视频炫耀”作为一种失范行为，暴露
了一些人精神世界的贫乏与不健康。

作为在校大学生，他们并非不知道“故
宫禁止吸烟”，却明知故犯，故意挑战社会
规范与公序良俗；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拍
视频并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故意对“故宫禁
止吸烟”加以违反、嘲笑和奚落：将违反规
则的言语和举动做得故意张扬，以引人注
目；这样的“道德蹂躏”，根源于他们精神
家园的荒芜。

在眼球效应时代，一些人为了炒作，无
所不用其极。一些人不惜突破规则尺度，即
使引起否定性、负面性的社会评价也在所不
惜。不论是“故宫抽烟拍视频炫耀”，还是

“车流中跳舞”，抑或“放火发朋友圈”，少
数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炫耀丑行，非但
没有抬高自己，反而是一种自我矮化。

故宫里那些古代典籍和历史文物，不只
与古人有关，更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有
关。每一个游客，都应该是文化遗产保护的
建设者与参与者；敬畏历史，尊重传统文
化，需要游客们少一些任性而为，多一些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规则意识与边界精神。
对“故宫抽烟拍视频炫耀”进行规训与

惩罚，显然是必要的；罚款不是目的，而是
一种治理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一个人要想
赢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必须要依靠自己
出色的角色扮演；剑走偏锋地博眼球、制造
话题，终究会暴露出自己文化上的粗鄙和精
神上的苍白。

一个人举手投足所彰显出来的习惯、态
度、审美、文明素养、文化品位与格调，折
射出他的精神世界的成色。为了炒作失去底
线，公然冒犯制度与规则，在全面禁烟的故
宫这种公共空间吸烟并拍视频进行炫耀，原
本想抬高自己的几个年轻人，最终却拉低了
自己的文明尺度，降低了自己的社会评价和
社会认同。

“故宫抽烟拍视频炫耀”犹如一面镜
子，折射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位，让
大学生很容易受到一些不良社会心态的影
响；社会教育乘虚而入地“补位”，让大学
生变得世故而庸俗。只重视学习成绩却忽视
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的迷失，让一些年轻人信仰流失、价值错
乱、行为失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炫
耀丑行，非但得不到肯定与赞赏，反而暴露
出自己教养和文明素质的缺失。父母的言传
身教，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示范；学校不仅传
授知识和技能，也要对学生进行为人处世的
社会化教育和思想启蒙。不要让泥沙俱下、
良莠不齐的社会教育异化了他们的是非观和
价值观。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故宫抽烟”丑态
源于错乱价值认同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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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 （光明）
是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光明区教育部门为
适应光明区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城和深圳北部中
心发展定位的需求，推动光明区教育事业的发
展而建设的高品质未来学校，办学规模为 36 个
班，将于 2019 年 9 月开学，现面向全国公开招
聘校长1名。

一、职位资格条件

1. 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
放宽。

2. 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在高
级教师 （副高）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满 5 年及以
上。

3. 获得相应国家级别、省级荣誉优秀教育
工作者。

4. 现任地级市及以上公办中小学校长，并

在校长岗位任职满3年及以上。

二、职位待遇

享受光明区同级同类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及相应人才补贴，人才补贴最高可达 300 万元
人民币。

三、报名及其他事项

（一）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4日。

（二） 报名材料电子版或PDF格式扫描文件
以文件压缩包的形式发送到深圳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电子邮箱 （szjky@sz.edu.cn） 进行报名，邮
件主题按“报名职位+本人姓名”的格式命名。

（三） 详细招聘信息及要求，请登录深圳市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网 站 （http://www.szjky.edu.
cn） 查看。咨询电话：0755-25911869。

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是深圳市光明区一所
新建公办九年制学校，总建筑面积约 9.2 万平方
米，办学规模 132 个班，其中初中 48 个班，提供
初中学位 2400 个；小学 84 个班，提供小学学位
3780 个，计划 2020 年 9 月开学。现面向全国公开
招聘校长1名。

一、职位资格条件

1. 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
宽。

2. 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在高级
教师 （副高）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满2年以上。

3. 获得相应国家级别、省级荣誉的优秀教育
工作者。

4. 地级市及以上公办初中 （或九年制学校、
完全中学） 现任正、副校长 （副校长需任职满 3
年及以上）。

二、职位待遇

享受光明区同级同类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及
相应人才补贴，人才补贴最高可达 300 万元人民
币。

三、报名及其他事项

（一）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4
日。

（二） 报名材料发到邮箱：jyjrs@szgm.gov.
cn，邮件主题按“报名职位+本人姓名”的格式
命名。或者直接邮寄至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人事
科 429 室 （深圳市光明区公共服务平台牛山路 33
号）。

（三） 详细招聘信息及要求，请登录光明区政
府在线网站 http://www.szgm.gov.cn/查看，咨询
电话：0755-88211817。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光明）

面向全国招聘校长公告
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

面向全国招聘校长公告

·招聘信息·

“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攀升。”日
前，在贵州大学举办的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上，贵
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王艺明说，
大学生抑郁症的表现形式在非专业人士眼
里，与思想品德、个性、人格问题相混淆，
对专科医生来说，这些症状恰恰是青少年抑
郁症的特异性表现之一，“在高校内建立大
学生抑郁症筛查机制十分必要。”

有专家建议，走进大学校园后，学生们
一定要建立一个相互支持的系统，同学间彼
此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支持，心情不好时一起
去聊聊天、散散步、吃些东西，都是有疗愈
功效的。

大学生心理问题
别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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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

绘

（上接第一版）
在浙、晋期间，翁铁慧深入宁波大学

未来无线研究院、质谱技术应用研究院、
校史馆，太原理工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
学院“螺丝钉之家”、阳煤集团—太原理
工大学超硬材料联合实验室、太原理工
大学煤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金属复
合材料成形实验室，山西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光电研究所，并召开座谈会。

座谈中，她指出，高校要把“立德树
人”作为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根本任务，
深入聚焦一流学科建设方向，进一步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她强调，高校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推进“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
学校发展战略定力，扎实推进“双一流”
建设，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为高等教
育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此外，她还调研了青海大学、中央
民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藏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的思政工作和

“双一流”建设工作。

强化立德树人扎实
推进“双一流”建设

（上接第一版）
除定点帮扶外，援藏团队还深入

县乡开展送教下乡活动，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辐射范围。河北、陕西实行学
科教师“双组长制度”，奔赴阿里四县
送教下乡，助推阿里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部直属高校附属学校选派优秀
援藏教师，积极参加“百名专家下基
层服务”等活动，深入拉萨县区和阿
里、林芝、昌都等地学校听课、评课、
上各类示范课。3 年多来，先后有 3
批共计 1100 多名管理人员和骨干教
师赴内地跟岗研修。

助推受援学校内涵
式发展

在日喀则市第三高级中学校园
里，有一片“融林”，有 28 棵桃树、28
棵杏树，寓意桃李满天下和 56 个民
族大融合。还有一片“求是林”，44棵
杨柳树寓意学校对党忠诚、实事求
是。这是吉林省援藏教师团队为改
善学校办学环境在支教期间种下的。

3年多来，受援学校借鉴内地先
进管理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完善
学校管理制度，学校内涵式发展稳

步前行。
浙江组织 5 名援藏教师管理团

队提前入藏，深入调查研究对口支援
的拉萨那曲高级中学，围绕教师科研
能力、教师业务能力、青年教师研修、
援藏教师管理等方面，制定工作方
案，完善德育、教学、科研等 28 项管
理制度，明确“四引领、三帮扶、两融
合、一提升”的工作思路。

黑龙江援藏团队针对受援学校
位于乡镇接合部、农牧民子女较
多、辍学现象突出、学生走读等特
点，建立学年管理体制，实行教
学、德育、教科研“三位一体”的
管理机制和目标，改变教师评价制
度，实行年度绩效考核。

拉萨那曲第二高级中学建校时
间短，辽宁援藏教师团队从完善规
章制度入手，主动协助学校领导制
定班主任工作量化考评实施办法，
完善学校保安管理制度等多项学校
规章制度，使工作考核有制度遵
循，教育管理有规章依据。

安徽援藏团队在受援学校高一
年级稳步推进班主任竞选、教师聘
任制，在高二年级实施精细化管
理，在高三年级实行目标管理，将

学校15个管理部门精简为11个，选
派年轻教师到中层岗位上锻炼，激
发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提高
了行政效率。

天津援藏团队将先进管理理念
带进昌都二中，建立完善 35 项制度，
制定《昌都市第二高级中学制度手
册》，改革考勤制度，规范教学常规、
规范考试，完善教师评价、聘任、管
理，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有效地
促进了受援校内涵式发展。

民族团结的石榴籽
抱得更紧

以教育为纽带，援藏教师在工作
之余举办业务沙龙和集体活动，开展
家访、送教下乡、扶贫结对等活动，在
和当地师生、群众的朝夕相处中，援
藏教师用心用情做教育，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有效推进，民族团结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为促进鲁藏两地中小学深度交
往、交流、交融，山东采取“管理拉手、
师资拉手、学生拉手、资源拉手”等措
施，日喀则一中与山东省实验中学、
山东省济南回民中学等 13 所内地学

校建立了结对友好学校关系，推动两
地中小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重庆市教科院组织学科教研员
到昌都为当地教师开展教科研培
训，昌都市每年选派 25 名骨干教师
和 50 名中小学教师到重庆分别进行
为期一年和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和跟
岗研修，形成了重庆、昌都两地教
育交流互动的良好局面。福建援藏
教师团队牵线搭桥，积极开展爱心
公益活动。自 2016 年以来，福建为
昌都三高师生捐赠教学设备、图
书、热水器等，帮助改善学校学习
和生活条件。

来自陕西宝鸡的鲜永平和兰碧
云夫妇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主
动请缨，夫妻二人共同赴藏支教，
在拉萨践行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
和热爱。广东援藏女教师林文婕与
藏族本地教师索朗拉巴喜结连理，
传为佳话。

湖北省援藏教师与当地藏族教
师结对帮扶，援藏教师就新课标落
实、教学方式等对当地教师进行交流
指导，当地教师给援藏教师提供生活
便利，各民族教师之间不断交往、交
流、交融，促进了民族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