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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近视

晨读箴言

□张东阳

全国中小学生近视眼
人数达 1 亿，小学生、初中
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视力
不 良 率 高 达 45.71% 、
74.36% 、83.28% 、86.36% 。
这是一组让人难堪的数
字， 就连小学生的视力不
良率居然也达到了近一
半， 不能不说明学生视力
问题的严重性。
近年来， 国家有关部
门先后出台了 《近视防治

指南》《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实施方案》 ……然
而， 有关部门期待提升的
“指导医疗机构和眼科医
务 人 员 提 高 服 务 能 力 ”、
“学生和家长正确的用眼
意识”等，并没有看到多大
效果。
诚然， 这里面有中小
学生使用电子产品越来越
多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却
是学校教育“重智育、轻体
育”顽症难治。
有专家表示， 体育锻
炼是目前最经济有效的近
视防控途径， 每周户外活
动增加 1 小时， 可以有效
降低 2%的近视概率。 然
而，许多学校场地小、教学
压力大， 有的学校负责人

甚至因担心学生安全，连
体育活动课都不愿在户外
进行。
来看看国外预防学生
近视的一些举措： 澳大利
亚小孩每天户外时间为 3
至 4 个小时； 英国有定期
视力检查机制，在医院、诊
所、 药店都会免费提供视
力检查和视光服务； 德国
学校除定期组织学生登高
望远外， 还会让孩子戴上
体验双眼模糊不清的“巫
婆”眼镜……
预防学生近视是个
系统工程，需要加快构建
政府主导、 部门配
合、专家指导、学校
教育、家庭关注的科
学防控体系，从根本

上说，“预防学生近视”更
在“爱眼”之外。 学生多些
户外活动，意味减少一些
从事书本的学习，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
成绩。
预防学生近视的根本
之策，重在摒弃“近视”的
功利性教育， 让教育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而不是应试教育。 如何转
变观念，做好素质教育，才
是预防学生近视的重要对
症之策。 ①2
（作者单位：社旗县政
府办）

南都论坛

买房车陪读
□肖俊

近日， 媒体报道了温
州一家长为节省接送女儿
上下学的时间，买了一辆房
车陪读。 家长解释说，因为
家和学校相距较远，女儿住
校不习惯， 租房不划算，且
不能兼顾家里的二宝，于是
选择买辆房车陪读。
对绝大部分家长来
说， 子女的教育比什么都
重要。 50 万元的房车，比
起那些动轧辄每平方米十
几万元的学区房来说真不
算多。 不管什么样的投资

方式， 所展现的都是家长
们面对激烈竞争而呈现的
无奈。 学区房投资还仅仅
是解决了学位问题， 上学
之后还会有各种投资，比
如各种课程辅导班、 艺术
培训班、夏令营冬令营等，
不折腾到高中毕业甚至进
入大学家长都不放心。
众所周知，学位、学区
房这类硬件解决了， 并不
意味着孩子的教育就可以
放手了， 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家长是不能缺位的。
这位买房车的家长就
是因为女儿不习惯住
校才选择买房车陪
读， 为的是给女儿提

供一个更安心舒适的学习
和休息空间。 从教育理论
上讲， 教育投资不仅仅是
金钱物质的投资， 更重要
的是情感的投资，是陪伴。
不过， 情感的投资或
者陪伴不是一刻也不离开
的溺爱， 而是通过家长的
陪伴让孩子成长在亲情关
爱的环境里， 让孩子的心
智发育和人格培养更为健
全而已。 情感投资和家长
陪伴并不能替代学校之类
的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对
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更为
重要。
如果家长买房车是为
了解决家庭生活中的某些

功能或需要无可厚非，但
是如果买房车目的就是为
了陪读， 恐怕溺爱得有点
过头。 孩子终究需要学会
自我管理， 越早着手培养
独立自理能力， 越有助于
孩子的成长。 明明可以住
校， 就因为孩子不习惯住
校，就租房陪读、买房车陪
读，不是溺爱是什么？ 住校
的集体生活对培养独立自
理能力非常有用， 孩子从
此可以走出父母的温室，
通过住校生活锻炼生活自
理能力和学习方面的自主
管理能力。 所以在笔者看
来，买房车陪读不是霸气，
是娇气。 ①2

不可为金钱而抛弃感情， 不可为金
钱而丧失道义， 不可为金钱而出卖良
心，不可为金钱而玷污人格。
绷紧拒腐防变这根弦， 守牢廉洁自
律这条线， 把好金钱美色这道关， 抓好
廉政建设这件事。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共享私家车
近年来已有不少车主尝试将闲置车
辆交给租赁平台或个人， 以赚取租金做
“零花钱”， 不过因租赁公司管理、 租赁
者使用不当等，也出过不少问题。
在共享私家车的运营与推广中，
遇到的核心问题一是停车难， 二是缺
乏信用平台， 让车主难以放心把爱车
交给他人。“私家车共享”的出现，是传
统汽车租赁业在服务模式、技术、管理
上的创新， 但只有解决好了这两个核
心问题，保障共享各方的合法权益，方
（西早）
能行稳致远。 ①2

我们都说他有三头六臂， 派出所离
不开他，村里也需要他。
——
—广西靖西荣劳派出所副所长黄
安永，因连续工作劳累过度，突发疾病，
抢救无效不幸殉职。 去年一年，他帮助了
50 多个孩子解决户口问题。 辖区内的群
众提及黄安永如此说道。

公司不能因为“996”解雇不配合的
员工，如果公司因此而解雇员工，那么就
是违法的、无效的。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
学博士后盘和林表示， 在员工存在超时
加班的情况下，即使是员工乐意自愿的，

封杀伪国学

企业仍然会存在一定的用工风险， 包括
劳动监察检查的风险、 被通报批评和被
罚款的风险、 被举报的风险及仲裁和诉

□杨建楠

讼的风险。

近日， 教育部办公厅
印 发《禁止妨碍义务教育
实施的若干规定》。 规定指
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违法
招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
童、 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
替代实施义务教育；不得以
“国学”为名，传授“三从四
德”、占卜、风水、算命等封
建糟粕，不得利用宗教进行
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传统文化回归，“国学
热”再度兴起。 在一些人眼
里，居然连“三从四德”、占
卜、算命都和
“
国学”攀上了

亲，进而就有人打着
“
国学”
的幌子，堂而皇之地传播封
建糟粕。 匪夷所思的是，居
然还有许多人趋之若鹜。
一方面这是由于部分人混
淆了传统文化和封建糟
粕，在学习中跑偏；但更多
的， 则是自身的价值观有
问题。 在传统文化日渐回
归的大潮中， 当封建糟粕
的沉渣也借机泛起，这些人
仿 佛 也 找 到 了 新 的 “寄
托”。 或许，当在现实遇到
困难时， 他们是试图通过
“三从四德”、风水、算命来

为自己寻求捷径或安慰。
更为严重的是， 有些
人不仅自己深陷其中，也
将孩子带入这些组织，以
“爱”的名义剥夺他们正常
受教育的权利。 孩子的分
辨能力较弱， 经过这类培
训班的洗脑， 很容易形成
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可以说， 教育部出台
的相关规定十分及时，也
抓住了核心问题，但
对假国学的整顿不能
只停留在关停几个培
训班的层面， 必须进

一步深挖， 查清是谁给这
些“伪国学班”开了绿灯，
这些组织的源头究竟在哪
里。 斩断那些以“国学”为
名的封建糟粕产业链的同
时，宣传教育也要加强，引
导人们在学习和传承传统
文化时分清精华和糟粕，
用制度和舆论筑起一道现
代文明的保护墙， 让祖国
的花朵免受坑害。 ① 2

世相评弹

长时间太空旅行可能会改变宇航员
的基因表达并构成多种健康风险， 但并
未改变基因本身。
——
—日前，美国《科学》杂志发布由
美国航天局主持的一项联合研究。 对
此， 美国航天局 承 认 有 必 要 采 取 应 对
措 施 ， 避 免 长 期 太空飞行对宇航员造
成损害。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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