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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不是烟酒金
□王琦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
发布《山东省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办法》征求意
见稿。 意见稿规定，有抽
烟、酗酒、生活奢侈浪费
等不良嗜好的学生不能
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新规在网上引发争
议，反对者认为，以“抽
烟、喝酒”论贫富有些不
近人情，限制了嗜好自由
的个性化，过于苛刻。

抽烟、喝酒看似个人
爱好， 实则不容小觑，会

对身体造成损害。 2014
年， 教育部就曾发布通
知，禁止在中小学、幼儿
园内吸烟，严格限制在高
等学校内吸烟，鼓励引导
有吸烟习惯的师生戒烟。
近年来，针对高校学生饮
酒成为普遍现象， 陕西、
云南等地的高校纷纷发
布规定，禁止学生在校内
喝酒。“抽烟酗酒不认定
为贫困生”， 是对学生身
心健康的呵护，旨在通过
政策的引导作用，帮助学

生戒掉抽烟、酗酒的
不良嗜好。

同时， 根据《高
校、高等职业学校国

家 助 学 金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国家助学金的基本
申请条件包括积极上进、
生活俭朴等。每天烟不离
手、酒不离口，显然不是
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 一包烟、一瓶酒，动
辄十几元、几十元，在家
庭条件本就不宽裕的情
况下， 将钱花在这些不
该花的地方， 也不是生
活俭朴的表现。 因此，有
抽烟、 酗酒等不良嗜好
的学生， 不符合助学金
的基本申请条件， 就不
应认定为贫困生。

还应看到，“抽烟酗
酒不认定为贫困生”不是

对于贫困生的权利绑架，
而是贫困生资助政策的
内在要求。 国家设立助学
金的初衷，是体现党和政
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关怀，帮助他们顺利完
成学业。 诚然，享受助学
金是贫困生的权利，而非
有关部门的施舍，学生个
人有权自由支配，但也不
能恣意妄为、 任性胡来。
助学金不是“助烟金”、
“助酒金”， 如果学生拿
着国家给的钱去吞云吐
雾、花天酒地，这当然不
是我们建立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
初衷。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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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人因重心向着金钱倾斜而
不可能公正， 徇私的人因重心向着私
欲倾斜而不可能公正， 偏执的人因重
心向着好恶倾斜而不可能公正 ，谗
佞的人因重心向着眼色倾斜而不可能
公正。 ①2

(据华夏箴言网)

妻子在，我的家就在。
———河 北 石 家 庄 70 岁 老 人 田 保

虎，30 年如一日与患有帕金森综合征的
妻子相濡以沫，用爱心陪妻子与病魔顽
强地抗争。

你弯腰的时候真帅。
———山东济南一名孕妇过马路时鞋

带开了 ，由于大肚子的阻挡 ，她多次下
腰试图系鞋带都没有成功。 正在一旁执
勤的交警看到后马上走了过来，弯腰为
这位孕妇系好了鞋带。 路人将这一幕拍
照上传，引来网友齐声点赞。

我到现在都考虑不清楚，自己咋会
把钱直接给他们打过去。

———河南的丁女士被以招工的名义
诱骗至安徽合肥一个自称“1040 阳光工
程”的传销组织，在遭遇轮番洗脑后，被
骗走 13800 元。 被警方解救后，回想起

自己的经历，丁女士不停埋怨自己。 ①2

步数当钱花
最近，浙江工商大学为了激励学生

运动玩出了新花样。学校食堂推出了新
品菜式，通过“微信步数当钱花”的福
利，激励学生努力燃烧卡路里。 学生只
要微信步数达到 2 万步就可以打 7.5
折，最低可打到 5.5 折，即使步数不足 1
万，也能够打 9 折。

鼓励学生锻炼，单纯采取强制的方
式可能会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像浙江
工商大学这样的激励方式值得其他高
校借鉴学习。如何通过科学的体育课程
设计、吸引人的校园活动等更好地发
挥体育的功能， 让学生逐渐养成良好
的锻炼习惯，也值得高校探索实践。 学
生有了发自内心的运动意愿，锻炼身体
就能长期坚持，运动也就成了一件自然
的事。 ①2

（刘琛）

校内小卖部
□南方

由教育部、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的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规定》 近日公布。
《规定》明确，中小学、幼
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
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
场所， 确有需要设置的，
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
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
食品。

对中小学小卖部的质
疑由来已久， 批评者认
为，如今中小学生普遍拥
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而小
卖部充斥各类垃圾食品，
对于正处在发育期的学生
而言， 这无疑是一大隐
患。 学生对小卖部的向

往，通常并非出于饥饿，而
纯粹是出于一种吃货本
能。毕竟，对于多数学生而
言， 这是一个营养过剩的
年代， 他们会借助规律的
一日三餐而不是通过小卖
部来满足饮食需求。

在这种消费冲动的驱
动下， 学校小卖部的存在
几乎是必然的， 而除了这
种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
学校与小卖部有着相应的
利益关系， 即便有的地方
禁止设立小卖部， 有的学
校也会遮遮掩掩， 为之提
供必要的保护。 至于日常
对小卖部的管理则被很多
学校所忽视， 小卖部该卖
什么不该卖什么， 学校一
般是不会干预的。

在学校设立小卖部的
辩护中， 几乎清一色的都
会提到， 其目的是满足学
生额外的消费需求。那么，
什么是额外的消费需求？
小卖部销售的商品中，除
了食品的确还包括文具这
类刚性需求， 对于这部分
消费外界不会有太多争
议， 争议主要在于食品消
费这部分。如今，中小学生
可以自主支配的消费空间
越来越大， 零食消费不再
奢侈， 其负面效应越来越
明显， 这种额外消费的正
当性面临的争议自然也越
来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
教育部等部门此次下
发通知， 是禁止在中

小学设立食品经营场所，并
不意味着一刀切阻断学生
任何消费行为。学生大部分
时间都在学校，他们吃什么
会对身体造成直接的影响。
在经济越来越富足的当下，
学生的消费能力也会随之
提高， 这对于他们的自我
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而
外界适当的约束也就变得
极为必要。 禁止中小学设
立小卖部或许只是一个开
始， 今后在管理学生方面
方式或许会趋严， 而学生
们要有心理准备适应这种
变化。 ①2

抛币祈福误航班
□项向荣

3 月 10 日，祥鹏航空
8L9616 次航班，在济南过
站登机时，有两名女乘客
出于祈福目的，各向廊桥
缝隙处扔出一枚一元硬
币，所幸，廊桥与飞机连
接处仅有一道狭小缝隙
且距离飞机发动机较远，
飞机幸而无恙。

消息曝光后有网友怒
诉：这是祈福上西天的节
奏啊！ 咋不在飞机里放鞭
炮祈福呢？ 稍有点脑子的
人都知道，乘飞机扔硬币

不仅不能祈福， 反倒是招
祸之举。 好在工作人员发
现得早， 但最终还是造成
了不小的损失， 搭载 260
名旅客的这趟航班在延误
2 小时后才起飞。

事发之后， 有些人呼
吁把硬币加入安检内容，但
不让乘客带硬币上飞机也
是违法行为。 还有人呼吁，
航空部门应多种形式对乘
客在乘机前进行安全宣传
教育。 但这些常识性的“知
识”， 如果登机前有人喋喋

不休地在你耳边说个不停，
估计大多数人也会厌烦。

鉴于经常看到向飞机
扔硬币的新闻， 很多人呼
吁直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
将此行为入刑。 还记得
2017 年 6 月一个老人在
上海登机时往飞机发动机
里丢硬币的事吗？ 正因为
类似的事件处罚太轻，才
没有起到警示作用。
恐怕只有重罚， 才能
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 才能真正起

到警示作用， 如果小硬币
换来的是大铁窗， 看谁以
后还敢扔？另外，还要追究
民事赔偿责任。 据专业人
士介绍， 飞机若停飞检查
一般损失在 100 万元人民
币左右， 还有对其余乘客
造成的延误损失等等，这
些都可以作为依据， 对其
进行追责。 ①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