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视窗
责任编辑：叶青云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83

E-mail：xysc4@sina.com4 2019年5月6日 星期一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定价：每期0.7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何勇海

日前，某机构发布的童书作家

榜引发热议，为人熟知的“童话大

王”郑渊洁并未上榜。郑渊洁发长

文回应，指出榜单内部分童书作

家依靠进校园推销获得高版税收

入、高人气效应，质疑其做法实

在欠妥。《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期也

调查发现，确实有作家存在进校园

卖书的情况，而且有出版公司策划

人员将其总结为推销书籍的成功

策略。

郑渊洁并非是“吃不到葡萄就

说葡萄酸”，因为他已多次呼吁制

止作家进入校园兜售图书：2009年

6月，他在博客上发表了一封写给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信，希望能制止

作家进入校园兜售图书；2010年4

月，他又在博客中炮轰某作家进小

学推销图书；2014 年 9 月，他再次

发布微博，揭露一些儿童文学作家

进校讲课有黑幕，“开学头三个月，

是作家打着讲课幌子进小学卖书

的高峰期”；而此次，则是他借回应

网友的质疑而旧事重提。

应该制止作家进入校园兜售

图书了。一些作家往往以讲座、演

讲等名义进入校园，为中小学生讲

述励志故事、教授写作技巧等，而

后现场签名售书。比如郑渊洁早些年也曾受

出版社邀请进校园演讲，原本预计40分钟的演

讲，被主办方要求缩短至20分钟，因为“要给卖

书留时间”，这便是“假讲课、真卖书”的套路。

教育部办公厅在去年10月发文要求，坚决禁止

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

幼儿园。作家进入校园兜售图书，显然也应当

在被禁止之列，以期得到有效的规范治理。

作家“假讲课、真卖书”会侵犯学生及家长

的权益。一则，这种免费讲座往往被搞成高价

卖书。据郑渊洁透露，童书批发价现在大都在

四五折，换句话说，一本定价10元的童书，出版

社以4.5元左右的价格批发给书店，而书店打

着能邀请到作家进校园的旗号，以全价卖给学

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二则，作家在校

园签售图书，因为有作家的极力鼓吹，学生及

家长就失去了对图书的自由选择权。

像其他商业活动进校园一样，作家“假讲

课、真卖书”势必影响中小学生的价值判断，污

染他们的纯洁心灵。作家是个神圣称号，创作

是个神圣活动，当作家的崇高形象被裹挟在图

书营销的铜臭中，岂不是自毁形象？当出版社

借作家进校园之机组织甚至强制学生购书，一

些质量不佳的图书以此“捷径”收割市场，势必

“劣币驱逐良币”，损害图书行业的健康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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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老板，小店里卖的食品一定要注

意保质期啊。”日前，东阳市吴宁第一

小学校长助理徐飞燕和该市教育局安

全督导员以及市行政执法局、卫生健

康局、吴宁街道东街办事处工作人员

一起，检查校园周边的食品安全，并督

促存在问题的商家进行整改。

近年来，我省非常重视净化校园

周边环境工作，并将之写进了2019年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在此前召开的

全省教育大会上，省长袁家军再次强

调要“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强

化治安和交通安全保障”。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我省越来越多的中小学

像吴宁一校一样，在重视校园文化建

设的同时，也把目光转向校园周边环

境的整治，以期达到消除安全隐患、建

设平安校园的目标。

据了解，学生上学、放学时段的交

通护卫问题，各中小学普遍解决得比

较好，大多成立了由教师和家长共同

组成的义务护学岗，护送学生、疏导交

通。相比之下，学校外的网吧和小卖

部才是最让教师和家长头疼的环境

“牛皮癣”。

不少中小学地处闹市区，沿街商

铺林立，五花八门的零食、玩具以及为

牟利不拒绝未成年人的网吧吸引着心

智尚不成熟、自制力欠缺的学生们。

作为学校，该如何给学生撑起一道“保

护伞”？省教育厅校安处处长胡惠华

建议中小学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

校内宣传，引导学生树立起各种安全

意识；二是定期对周边环境进行摸排，

发现不良情况尽快向有关部门反映。

衢州市仲尼中学经常利用德育

课、心理健康课、班团课时间，为学生

做好思想引导，每月月初还会安排学

务中心安全专职人员，定点巡视学校

周边道路上的网吧、商店。副校长方

静说：“我们还会在校内布置食品安全

知识、心理健康知识的展板，学生平时

走过就能看到，这样也能不断加深他

们的印象，培养自觉性。学生只有从

被动转为主动，从‘不让我碰’变为‘我

不去碰’，才能积极主动地远离校园周

边的网吧和无证小吃摊。”

“相对来说，农村小学周围的环境

会更复杂一些。”缙云县方川小学政教

处教师胡鸯玲说，该校通过组织学生

拍摄微视频、表演舞台剧等方式，寓教

于乐，让学生在活动中成长为一名环

境宣传大使。

松阳县民族中学教师杨红卫告诉

记者，每个周末学校都会为无法回家

的学生开展网络学习辅导，学生学习

积极性提高了，上网玩游戏的兴致自

然淡了，2017年以后学校周边再也没

有网吧出现。

现如今，我省中小学都加强了校

园食堂建设，学生用餐菜品丰富了，质

量提高了，食品卫生也有了保障。这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学生想外出“改

善伙食”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学校

开设了“积分超市”“德育银行”等，学

生可以通过平时的良好表现在校内换

取生活、学习必需品，自然就不会被周

边小店吸引了。

“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光靠学校

的一己之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和相关

部门联合，共同参与到净化校园周边

环境的行动中来。”今年4月，省教育

厅联合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省

公安厅印发了《2019年全省中小学幼

儿园“护校安园”专项工作方案》，胡惠

华介绍，我省正在规划组建校园周边

环境整治协调机构，拟出台文件建立

长效机制。

之前每到上学、放学时间段，遂

昌县民族中学校门口就成了流动摊

贩的聚集点。校长郑建平把一份写

有校外流动摊点营业时间、经营商品

类别等信息的报告带到了该县于4月

21日召开的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协调

会上。会后，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

员开展了连续数日的流动摊贩整治

活动，对摊贩逐个进行劝导，引导他

们规范经营。同时，遂昌各校以“树

立健康饮食习惯，整治校园周边环

境”为目标，通过开展食品安全月活

动、食品安全主题班会，向家长发送

短信等形式，家校合力改变了学生的

不良习惯，从源头上解散了学生的

“买方市场”。半个月下来，效果明

显，很多家长为之点赞。

“净化校园周边环境离不开家、

校、社区三级联动。”徐飞燕说，吴宁一

校设立了家校合作安保部，改造升级

了警务室，借助警方和社区的力量，结

合当下食品安全、扫黑除恶、扫黄打

非、护校安园等专项工作，加大对校园

周边安全的整治工作。

净化周边环境，建设平安校园

视点第

青年五四献爱心

本报讯（通讯员 乐佳泉 俞
赛红）近日，舟山市定海区城西小

学对每周一举行的升旗仪式进行

了改革，除了传统的升国旗外，学

校增加了“班班诗词颂”“我的课程

我做主”“假日小队在行动”等创意

项目。

“班班诗词颂”由各班自主

策划，从古典诗词到现代诗歌

内容不一，从个人朗读展示到

团体朗读展示形式多样，鼓励

每个学生争当“校园朗读者”；

“我的课程我做主”以拓展性课

程团队为单位，在教师指导下，

展示课程学习成果，不仅有啦

啦操、跆拳道、舞蹈、合唱等体

艺方面的，而且有海洋贴画等

海岛特色艺术方面的；“假日小

队在行动”则是请假日小队成员

轮流走上舞台，进行创城宣传、

爱心服务、垃圾分类等德育专场

展示。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良）讲故

事、背古诗、朗诵、乐器演奏、唱歌……

本学期，江山市解放路小学在校门口

开辟了一个小舞台，鼓励学生人人参

与表演，展现特长。

活动以自荐和推荐相结合的形式

进行上报，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方式参与到此项活动中，由专人于每周

五负责统计、安排。至今已有85人参

与表演，吸引了5000多人次围观。整

个活动不影响学校正常的上课时间，

表演的时间为：冬令时 7:20—7:40；

夏令时6:55—7:15。节目演完，表演

者即可回班级参加早读。

“往常文艺表演给人的感觉是‘精

英’才能参与，而且还必须是在节庆文

艺会演和学校活动等特定时间、特定

活动里才能参与，校门口的小舞台则

改变了这种认识。”该校负责人王建新

表示，策划这一活动主要是希望释放

学生个性，让更多学生都有登台“出

彩”的机会。

小舞台里有精彩升旗仪式创新意 一周一项一展示

□本报通讯员 杨 倩

5月1日晚上10点，已经放假的衢

州第一中学校园里空空荡荡，昏黄的路

灯下，一对父女携手前行，这是高一学

生小琪（化名）和父亲5年来的第一次牵

手。两个小时前，在该校心理辅导室举

行了一场由高一年级班主任谌涛主持

的亲子关系调解会，调解会上有怨气的

倾诉，有解释，有道歉，也有心理辅导教

师的专业建议，更有父母与孩子之间的

真情告白。这是衢州一中在班级管理

中引入心理教育，由班主任搭建亲子面

对面沟通桥梁的尝试，谌涛把这一做法

称为：班主任当起“老娘舅”。

最近一段时间，谌涛发现小琪总是

情绪低落，面容憔悴，饭也吃不下。多

次谈心后，小琪透露了自己的心声：考

试考得好家长什么都不说，考得不好就

是一顿骂，中考成绩不理想，爸爸一个

月没理她。她说：“他们跟我说话三句

不离学习，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学习的机

器。他们不爱我，看不起我，我不想理

他们了。”

得知这些情况后，谌涛拨通了小琪

妈妈的电话，明显感觉到家长也是一肚

子的怨气，本来想好的给家长的建议，

也没说出口。既然双方都有怨气，何不

面对面说出来？既然双方很少沟通，何

不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谌涛把这些

想法告诉了学校的心理辅导教师、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周莉莉。两人一合计，

决定在征得学生和家长同意后，为他们

举行一场面对面的亲子关系调解会。

调解会前周莉莉先对学生进行了心理

疏导，还就学生和家长在调解会上说些

什么、怎么说，进行适当的引导。

调解会主要包括六个环节：“怨气

大倾诉”，讲具体事例，倾诉自己对对方

的不满；“事实不是你想象”，双方就对

方的怨气，进行解释说明；“重温感动一

刻”，双方各讲一件对方最让自己感动

的事情；“原来我也有不好”，引导双方

做自我反思，并对今后的改进作出表

态；“大声说出你的爱”，大声真诚地向

对方表述自己的情感；“相亲相爱一家

人”，双方和解拥抱。调解会最后由周

莉莉进行总结点评，并给出今后相处的

建议。

“其实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了隔

阂，搭建直接面对面沟通的桥梁比给出

建议更重要。”谌涛说，以往发现了类似

问题，班主任都是以一个居高临下的指

导者的形象存在，告诉学生应该怎么

做，告诉家长怎么做。这些建议能否有

效、家长学生会不会去做、效果怎么样，

则很少跟踪。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

事”，亲子关系中谁对谁错，很难分清

楚，也很难评判，班主任当“老娘舅”就

是班主任在协调亲子关系中不作评判、

不作指导，而是发挥一个居中的桥梁作

用，引导双方在面对面倾诉、倾听中化

解怨气、感受真情、反思自我。

政教处副主任帅焰兵对此颇有感

悟：“家长与子女之间的有效沟通，对于

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

意义。其实家长与子女之间并无实质

性矛盾，许多话说开了，误解就消除

了。关键很多时候，不是不想说，也不

是不愿说，只是碍于面子开不了口，而

班主任当起‘老娘舅’后，打破了沟通的

‘窗户纸’。”

“青春期的学生不愿意与家长沟通

的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班主任当‘老

娘舅’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我们将

深入研究并推广。”校长徐衍昌表示。

班主任当起“老娘舅”

不只是陪餐 食育入课程

本报讯（通讯员 黄誉兰）“牛肉营养好，要多吃

一些。”“校长，下次美食课，能不能教怎么做海带排

骨汤？”开饭了，浦江县实验小学学生一进入食堂，就

看见校长徐双莲笑眯眯地站在餐车旁，等学生们打

完饭，徐双莲给自己也盛了一份，坐到大家中间边吃

边聊。

据了解，该校一直重视学校食品安全与卫生工

作，不仅开展了校长陪餐制，而且将食育列入校本课

程：吃饭前得做好哪些准备，排队路上怎样做到静齐

快，怎样做到有序文明用餐……一顿饭下来，不仅让

学生得到充足的营养，还培养起他们的服务意识和

秩序意识。同时，针对现在学生喜欢美食的特点，学

校还专门开设美食制作课程，约上有制作美食特长

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甚至是专业的厨师、面点师

等走进校园，传授学生制作美食的技巧。

慈溪市坎墩街道太阳希望小学的学生大多
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该校把科学课堂搬进了市
科技馆。学生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了“马
德堡半球”“液氮大爆炸”“变脆的叶子”等多项奇
妙的科学实验。

（本报通讯员 林松根 摄）

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关工委、团工委近日走
进建德市杨村桥中心小学，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
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暨青蓝助学活动。团
员青年志愿者们给该校的留守儿童送去书籍、学习
用品，并现场为学生们开展英语、科学、足球等学科
支教活动。图为学生们正在开心地挑选书籍。

（本报通讯员 宁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