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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这所中学不是第一个禁
止学生带手机、并当众销毁学生手
机的学校，之所以这次依然能够引
起热议，在于学校与班主任、学生、
家长签订了一纸“四方协议”，各方
对协议内容了解并认同，学生再违
反协议，就属于明知故犯了。

该中学 2000 名返校学生，只
有两名同学带手机遭到了惩罚，这
个极低的比例表明，协议还是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除了个别学生之
外，其他学生真的能够做到遵守协
议，不再带手机进校园。尽管如
此，被毁的两台手机，并不能证明

学校的绝对正确。首先，手机是私
有财产，哪怕有协议护身，学校毁
坏学生手机仍然有欠妥当；其
次，不排除带手机的学生是非主
观故意，只是马大哈忘了把手机
留在家里。此外，带手机会对学
生造成身心伤害，那么当众毁手
机的暴力色彩，是否也会带来另
外一种身心伤害？

在“四方协议”的签署各方
中，学生是明显弱势甚至是唯一
弱势的一方，他们有提出反对意见
的权利，校方应给学生提出反对意
见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陈述带手

机进学校的理由与必要性，如果可
能的话，要主动创造一个四方都参
与的协商或辩论会，使学生真正认
识到带手机的危害大于益处，在辩
论后心服口服。

在校方与家长看来，与孩子们
商量可不可以不带手机是多此一
举，他们不相信学生有此觉悟与自
制力。但站在学生的角度，协商与
辩论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尊重，不管
结果怎样，感受到尊重的学生，哪
怕在得到惩罚时，也不会激起对管
理者的恐惧。在学校管理与学生
教育工作中，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彼

此尊重的对话，能够更有效地塑造
学生良好的品格与人格，当对话与
协商形成一种机制，学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会在不自觉中变强。

怎样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既把手机挡在校门之外又让学生
自觉配合？很简单，第一是要去
除所有暴力色彩；第二要给学生
提出更好解决方法的权利；第三
要让学生自行处理违规手机；第
四要建立容错机制，给予学生改
正的机会。

（作者韩浩月，原载《南方都市
报》，有删改）

加强互动协商，校规才能得到自觉遵守

2019年暑假刚刚过去。日前，中国青年网校
园通讯社就“大学生暑期生活”话题，对917名大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六成大学生暑
假在家玩手机，近五成学生每天学习不足1小时，
超三成学生零点后入睡，超四成学生暑期精神状
态欠佳，近四成学生对暑假生活不满意，超四成学
生暑假作息不规律、身体变差。

有高校教师表示，很多大学生在放假前都有
一个关于暑假的美好规划，有人选择去兼职，有人
选择去支教，也有很多人去参加社会实践。如果
没有按照规划执行，也可以在新的学期制定规划
进行弥补。他建议，新学期除了日常上课以外，大
学生可以参加校内外的一些兼职、勤工助学；可以
报一个培训班，培养自己某项专业技能；也可以经
常去图书馆，去蹭“网红课”，甚至多听音乐会、多
参与文体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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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校规”过火了？
“不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一经发现立即摔坏或抛入水桶；不允许学生穿奇装异服，发辫不得超过 21 厘米，一经发

现，立即劝其剪短”。近日，山西原平市某中学出台的“学生管理十不准”规定引发社会关注。这些“最严”“最狠”的校规真
的能够起到作用吗？此事引发媒体热议。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最严校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追求代
表着这所大学的独特气质和鲜明品格。学
术性、多样性和卓越性，是大学永恒的追
求，而一所成功的大学，往往具有三个要
素：一是要有崇高的办学理念和明确的办
学目标，二是要有一大批高质量、负责任
的学术群体，三是要有可持续优化的组织
制度和文化生态。

卓尔不凡的人，往往植根并依赖于他
们所处的时代。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
说》一文中写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当代青年所面临的新时
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
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
代。在这个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
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
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强烈，同时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出了更
高要求。面对更为神圣和艰巨的时代使
命，你们同样要思考：你们想成为什么样
的人？你们的价值追求是什么？你们应该
如何以青春之我拥抱新时代、奋斗新时
代？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充满无限潜能，
树立远大目标并为之而奋斗，每个人的梦
想都会成真。对于学校而言，我们致力培
养也最终希望你们成为具有家国情怀和国
际视野，担当引领未来和造福人类的领军
人才！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把握奋斗目
标，我想与大家共同分享关于领军人才的
四个内涵。

一是要以至善涵养家国情怀。“家是最
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国一体是中华文
明的特质与内核。无数中华儿女以民族大
义为念，以家国天下为重，矢志追求“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境界并为之奋斗。在
上世纪初期，东南大学的无数前辈先贤勇
担民族大义和强国使命，开启了东南大学
人探求真理、化育英才、追逐至善的历史
序幕，并较早成为南京地区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中心和宣传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摇
篮。在新时代，希望同学们秉承中华文化
基因，树立远大理想抱负，以“止于至善”的
精神境界涵养家国情怀，把实现个人梦、家
庭梦融入到国家梦、民族梦之中，扎根人
民，奉献国家，始终与国家共命运，与时代
共融合。

二是要以共享拓展国际视野。“不拒众
流，方为江海。”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人类交往的世界性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使命担
当的边界也更为宽广。当前，我们继续坚
定不移地走国际化强校之路，大力实施“国
际化联合”战略，深化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
生互换和联合培养。希望同学们坚定自
信、胸怀天下，树立开放共享的理念和思
维，发扬中华文化崇尚的四海一家、天下为
公精神，努力以更高的站位和更远的视野
不断提升全球胜任力，为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积累能量。

三是要以创新引领未来。创新是引领
发展，也是引领未来的第一动力，历史上每
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
发展态势和基本格局。当前，伴随着第四
次工业革命日趋深入，5G、人工智能和物
联网时代如期而至，已深刻改变人类生产
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实践证明，科技创
新和强国崛起与发展无一不依赖其教育质
量与发展能力。一代代东南大学人敢为人
先，勇于创新，赢得了“以科学名世”的广泛
赞誉。近年来，东南大学在多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自主创新，为国家重大战略领
域和工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同学们传
承东南大学“以科学名世”的勇气和智慧，
苦练自主创新本领，真正以创新进，以创新
强，以创新胜，以创新引领未来。

四是要以奋斗造福人类。“如果我们选
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
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
而献身。”马克思 17 岁时的初心选择了为
人类造福。当前，面对人类文明发展面临
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的
使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主张，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
题指明了方向，并将通过建设一个和平发
展、蓬勃发展的中国，造福中国人民，造福
世界人民，造福子孙后代。希望同学们以
不懈奋斗和自觉行动，努力为世界贡献更
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建功
时代、造福人类中创造价值、成就大我。

以至善涵养家国情怀，以共享拓展国
际视野，以创新引领未来，以奋斗造福人
类，这是我们对勇做领军人才的一种理解
和追求。我相信大家会对领军人才的这四
个内涵有更多的思考与行动。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希望你们能够自
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
时代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中绽放青春。我
也诚挚期盼与你们携手一道，在东南大学
这片学府圣地和青春舞台，写好东南大学
故事、筑就中国梦想、谱写时代华章。

（作者系东南大学校长，本文根据作者
在东南大学 2019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摘编，原载人民网）

牢记初心使命
勇做领军人才

张广军

众所周知，随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
很多家庭都为中小学生购置了智能手机，但毫不
客气地说，智能手机进校园的确给学生学习带
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而，对“最严校规”中

“禁止携带手机进校园”不妨予以理解和包容。
一定程度上，智能手机无异于“移动网吧”，

其对学生的危害性无需赘言。因为，根据有关
规定，网吧应禁止未成年人入内，老师和家长也
可有效限制学生进入网吧。而一旦学生有了智
能手机这一“移动网吧”，在网络世界中则如入
无人之境，极易沉湎其中难以自拔。那么，禁止
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就显得迫在眉睫。但遗
憾的是，当前尚无法律法规的明确支持和上级
部门的撑腰。那么，一些学校和老师自然没有
压力、动力，也没有魄力来动真格。否则，一旦
遇上不明事理的家长或者难缠的学生，就可能
招来无休无止的麻烦。

从这方面来讲，敢于明确禁止学生携带手
机进入校园的学校无疑属于吃螃蟹者，不妨对
这一“最严校规”予以理解和包容。要知道，禁
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校园，并不代表拒绝学生
接受新事物，这些学生在周末、假期时间，自然
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手机，在一些课堂中，学生
也可有效学习、了解相关新生事物。

毋庸置疑，禁止手机进学校或者进课堂，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理解和包容部分学
校“最严校规”的前提下，还有必要长远考虑，结
合现实背景制定科学合理的国家或省级层面的
规定。这样方能让学校有效处理类似事件，避
免中小学生陷入智能手机这一“移动网吧”不能
自拔，确保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无忧学习。

（作者史奉楚，原载法制网，有删改）

不妨对“最严校规”
多些理解和宽容

倘若听闻幼儿园的孩子不会系
鞋带，成年人想必并不会太奇怪；但
倘若初一学生不会系鞋带，想必不少
人就要大跌眼镜。最近，“杭州某中
学初一新生军训现场，三成学生不会
系鞋带”在这个开学季成功登上新闻
热搜。

当下一些中小学生动手能力如
此之差，在情理之外，却也在意料之
中。不少父母认为，学习才是孩子的
头等大事乃至唯一任务，“其他事情
都不要管，把学习搞好就行了”是众
多家长的口头禅，甚至以把孩子培养
成“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公主”、

“油瓶倒了也不扶”的“小王子”为
荣。重视孩子的学习无可厚非，但家
长倘若过于轻视对孩子生活自理能
力的培养，实属偏颇。这是孩子全面
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了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何谈全
面、何谈素养？暑假本是对孩子进行
生活教育的良好契机，但放眼看去，
大量中小学生在父母驱使下奔波于
各类培训班之间，偶有闲暇也被手机
游戏占据或沉湎于电视机前。如此
背景下，初中生不会系鞋带乃至高中
生不会做饭、大学生不会洗衣等怪现
状，自有其“合理”逻辑，实在称得上
见怪不怪了。

正是在父母长期包办、严格管理
之下，不少孩子独立生活、思考的能
力较为不足，缺乏对自身禀赋、人生
道路的清醒认知，这类孩子类似任由
牧羊人驱赶的羔羊，一旦失去指引
者、领路人，难免迷途。不少学生在

填报高考志愿时的迷茫，正是典型反
映。即便经过四年大学的学习，一些
大学生依然无法确定自己将来想要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要成为一个怎样
的社会人，“逃避式考研”很大程度上
根源于此。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
高达 71.4%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决定考
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逃避”倾向，不
过仅三成受访者认为“逃避式考研”
能达到逃避的目的。这一令人喟叹
的数据背后，可见部分年轻学子人生
观、事业观之飘忽，心态之复杂，焦虑
之深重。而这一切，恐怕与他们年少
时经常萦绕在耳边的“除了学习，啥
都不要管”之类的叮咛，有着千丝万
缕的微妙关联。

但人生的无奈在于，当部分家
长终于有所醒悟，却蓦然发现孩子
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无微不至的
庇佑，他们也逐渐失去了对孩子的
控制。其实，家长终究会明白，让

孩子以健康而有力的姿态步入社会，
是家长的责任；让自己以独立个体的
姿态迎接人生的种种挑战，是每一
个子女的归宿。可喜的是，当下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到了自身家
庭教育的局限和不足，他们正在觉
醒，并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危机感，
从而愿意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掌
握生活所需的种种技能，了解社会
这所大学校。最近有媒体报道，据
某外卖平台统计，刚刚过去的这个
暑假，有近万名大学生当起了兼职
骑手送外卖，其中近半是将要升入
大三的学生。虽只是一个小小例
子，却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八九点
钟的太阳”散发出一道令人欣喜的
光芒，这说明一些青少年正意识到
拥有独立生活能力、全面接触和了
解社会的重要性。

“ 父 母 之 爱 子 ， 则 为 之 计 深
远。”身为家庭教育的主导者，父母

不能总是低着头，只知道盯着孩子
眼前三两步的缓急，却忘了抬头看
看更长远的路。中国古人说，“三穷
三富不到老，十年兴败多少人”，要
应对人生路上的崎岖坎坷，仅有文
化知识远远不够，每一个人都要积
累实际生活的能力，了解我们所处
的社会的运行规律，从而更加科学
合理地规划自己的人生，追逐真正
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现代教育家
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强调
的也正是这层意思。

眼下正值新学期开学，对广大家
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反思自身教育
观念的良好契机。现在意识到某些
问题为时未晚，依然有纠偏和改错的
机会，就像初中生不会系鞋带并不可
怕，真正可怕的是部分家长认为这不
是问题。假如等到孩子上了高中、大
学乃至走上社会，依然是缺乏自理能
力的“小孩”，才是真正的悲哀。

爱孩子，请为之计深远
杨国营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已经
成为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无论
老年、中年还是青少年，都被智能
所深深吸引，无法自拔。一部手
机在手，不仅可以看剧、购物、打
游戏、付款等等，只要是有网络的
地方，手机的用处越来越多，人与
人之间的沟通成为其中的一小部
分功能。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手机
带来的很多危害。对于学生群体
来说，如果自制力不好，就会让手

机占用大量的时间，甚至沉迷于手
机不能自拔。所以说学校规定学
生不能带手机是很有必要的，这也
是家长们赞同的原因。无论是家
长还是老师，都希望孩子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不能因为小小的一
部手机浪费了大好的青春，这也
是“最严校规”出现的原因。

但是“最严校规”的陆续出
台，不是只有赞同之声，也引发
了舆论争议。就像山西这所中学
的 《落实学生行为规范十不准》

的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只要
发现学生携带手机进学校，一概
销毁，概不退还”。网上出现了
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学校
做得有点过，手机是私人财产，
暂时没收可以，但不能销毁；有
的人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对学生
有益，毁掉一部手机事小，手机
毁掉一个人事大。笔者认为学校
管理时方法和尺度要仔细斟酌，
不能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校规要
有度，以更加合理、更加规范的

方式去管理，才不会引发不必要
的争议，避免校园管理“走火”。

学校的初衷都是好的，目的是
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以最
严、最狠的校规，管出学生的好成
绩，让每一名学生都有一个锦绣前
程。但是任何的管理都要在合理的
范围内，得到教育系统的高度认
可，更要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同，才
是教育管理该有的样子。

（作者史长红，原载红网，有
删改）

校规要张弛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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