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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宁

2015 年，幼童贝贝的脸和双
手大面积烧伤，至今仍留下很多刺
眼的疤痕。今年 9月之前，没有一
家幼儿园愿意接纳贝贝，理由是贝
贝的模样会吓到其他小朋友。但最
终温州瓯海区新桥第一幼儿园分园
接收了贝贝，还免了学费 （9月 26
日《钱江晚报》）。

在此之前，据说贝贝的父亲求
过不少幼儿园，但没有一家点头。
如果不是舆论关注贝贝，其如今能
否进入幼儿园仍是未知数。从这个
角度来说，我们这个社会的包容度
还有待提升。实际上，生活本身
从来就不是完美的，而很多人心里
只接受完美的东西，拒绝、歧视某
些“不完美”。

从表面上看，是一家又一家幼
儿园拒绝贝贝，实际上不仅是幼儿
园，恐怕很多孩子、家长也会拒绝
贝贝，因为商业性幼儿园往往看家
长的脸色。据国家卫计部门统计，
全国每年有超过 14 万名宝宝被烫

伤、烧伤，其中不少孩子被毁容，
在求学过程中很可能也会遭遇与贝
贝相似经历。

显然，包括毁容孩童在内的所
有“不完美的孩子”，有平等接受
教育的权利。任何教育机构无权拒
绝这种孩子，甚至有必要给这种孩
子更多关爱。但让人遗憾的是，在
贝贝的求学经历中，一些幼儿园的
表现“唯美是图”，完全忽略了贝
贝的感受和权利，也忽略了自己的
义务。笔者以为，对歧视贝贝的那
些幼儿园，要该曝光的曝光，该谴
责的谴责。如果涉嫌违法，该追责
的要追责。

幸运的是，媒体没有忽视贝
贝，温州瓯海区新桥第一幼儿园分
园没有拒绝贝贝，并以一种热情、
合理的方式接纳贝贝，比如为贝贝
举办了入园仪式，把贝贝正式介绍
给每一位小朋友。而贝贝则以“糖
果外交”的方式来拉近与其他小朋
友的距离。对贝贝而言，这是人生
重要的“第一课”。

除毁容孩童外，现实中还有不

少“不完美的孩子”遭遇歧视。比
如不久前，一名 7岁男孩被送进济
南黄河双语实验学校后仅 4 个小
时，学校就以“太调皮不好管”为
由劝退。据悉，因孩子调皮被学校
拒绝的案例已经有不少。这反映出
某些学校既教育“无能”，又缺乏
教育良心。

我们再看看另一面的“师者”
言行。比如，站上哈佛演讲台的贵
州一所“差生学校”校长杨昌洪指
出，“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不
嫌弃、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学
生。”去年，南京某小学一班级 45
名家长联名要求一名学生换班或转
学，但被校长拒绝，理由也是对每
个孩子“不抛弃、不放弃”。

那些曾拒绝过贝贝的幼儿园负
责人，应该看看上述两位校长的观
点，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惭愧。上述
两位校长之所以“不嫌弃、不放
弃”，无非两个理由：一是“教育
没有拒绝的权利”，学校有平等对
待每个孩子的义务；二是世上没有
十分完美的孩子，接受“不完美”

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想想看，每个人一生中不可能

遇到的都是完美的人，必然也会遇
到不少存在或外表缺陷、或肢体缺
陷、或语言缺陷、或智力缺陷的
人，只有接受和尊重每个有某种缺
陷的人，这个社会才能和谐，我们
与环境才能共处。从这个角度而
言，接受“不完美”要从娃娃抓
起，要从学校抓起。

事实上，接受贝贝的这家幼儿
园，就给其他小朋友上了一堂“接
受不完美”的一课，就会使这些小
朋友从小懂得人生不完美，如何对
待“不完美”。这种教育其他幼儿
园也应该有，只有让更多孩子懂得
接受“不完美”，家长、社会才会
更有包容心。

“接受不完美”也是教育重要一课

止凡

前几天，在一趟宁波飞西安的
航班上，一位妈妈给头等舱的其他
旅客每人发了一份小礼物，并附卡
片：“我是来自宁波的 Wendy，我
刚刚一岁半……独自带我的妈妈担
心我的哭闹会打扰到您。这里有
耳塞和小糖果，希望能减轻你的
困扰……”当值空姐陈女士说宝宝
全程很乖，没有吵闹，但妈妈的举
动仍让她很感动 （9月26日甬派）。

“瞧瞧，什么叫素质！”“她配
得 上 她 的 财 富 ， 也 配 得 上 头 等
舱。”“这样的妈妈可以教出好孩
子，多些这样的妈妈，将造福整个
社会。”——网友异口同声地赞美
妈妈的高素质，让这一件小事有了
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意义。

虽然我们不清楚这位妈妈是不

是“富人”，但是，这个故事确实
有利于普及“穷人不一定好，富人
不一定坏”的常识。尤其是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致富途径中最宽阔的
一条，就是为他人提供好的产品和
服务，为社会创造增量的价值，这
种共识下，“仇富”已经越来越没
有市场，这是好事。

熊孩子闹腾是常态，旁人宽容
也是应该的，但做父母的不应该这
样想，不能想当然地要求别人谅
解，而应想办法把影响降到最低。
孩子不懂事，大人必须懂事；反过
来，只有大人懂事，才能教会孩子
懂事。熊孩子常有熊父母，这种话
不能一概而论，但是，除了孩子有
先天疾病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大体
还是有些道理的。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需要别人
的帮助，需要别人的理解，同时也

会打扰到别人，甚至伤害到别人。
而让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正在于
我们会从他人的视角去考虑，进而
约束自身的行为，这就是文明，这
就是素质。熊孩子约束不了自己，
也不会替别人考虑，父母同样可能
约束不了熊孩子，但至少应该还能
替别人考虑，会提前想办法，会跟
人说对不起。

这位妈妈送给同机乘客的小礼
物，其实不值什么钱。它之所以让
人感动，在于小卡片和小礼物传递
的信息：我在乎你的感受，如果打
扰到你，请多多谅解。熊孩子不懂
事闹腾，之所以有人生气，是因为
可能觉得家长不尊重自身感受，或
者觉得家长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你
提前把这两层意思恰当地表达了，
人家想生气都不好意思。

个人素质往往通过细节得以体

现，家庭教育同样在一个个细节中
得以完成。好妈妈就是好老师，人类
社会向来如此，从未变过。高晓松的
一首歌里有这样的词句：在临别的
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
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
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
不顾一切。很多人写文章挖苦嘲讽，
其实，妈妈只会告诉孩子眼前苟且
的家庭教育，不可能好到哪儿去。

当然，仓廪实而知礼节，财富
有助于提高素质，倘若苟且尚不可
得，也不可能教孩子诗和远方。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钱包越来越鼓的
国人，素质必然会越来越高。小孩
子从小耳濡目染，下一代的文明素
质，肯定会高于现在，我坚信这一
点。为“妈妈给同机乘客发耳塞”
点赞，她的行为体现的是妈妈的素
质，提高的却是下一代的素养。

为“妈妈给同机乘客发耳塞”点赞

王学进

9月20日，浙江省教育厅正式
发布《浙江省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 （试行）》。《规范》的制定依据
是 2015 年 教 育 部 修 订 后 颁 布 的

《中小学生守则》，共分小学、初
中、高中3个版本，各22条，具有
体现统一性、尊重差异性、保持连
续性、彰显时代性、强化操作性等
五大鲜明特点 （9月25日 《浙江教
育报》）。

我仔细阅读了三个版本的《规
范》，感觉很亲切，很接地气，一
个字：好。虽然 《规范》 是根据

《守则》 制定的，但在比较阅读后
发现，我更喜欢前者。《守则》 的
语言很整饬，两两对仗，读起来朗

朗上口，但仍不脱旧版《守则》的
毛病，即“人为”意味有点重，

“为人”特性还不够突出。
比较一下美国、英国等国的学

生守则，你会发现，它们的守则
“为人”意味特别突出。以美国的
守则为例，看似婆婆妈妈，琐碎细
小，鸡毛蒜皮，但非常具体，切实
可行；而且每条都立足于校园和学
生实际，着眼于维护学生的权益，
全然没有说教意味，读来让人感到
是那么亲切自然，富于人文性，犹
如一位爱生心切的严师在谆谆教
诲，告诫学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
么。你可以嫌这位“严师”絮絮叨
叨，但其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立足点
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学习。

浙江此次发布的《规范》很好

地借鉴了国外一些守则的优点，概
括而言有三点：一是立足点从“人
为”转向“为人”，一切从学生实
际出发。这从《规范》分三个版本
即可见一斑，《守则》 则不分。须
知，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别
于初中生，更有别于高中生，哪能
统一规范呢？二是淡化说教意味，
摒弃宏大概念，少了笼统抽象的口
号，多了平实具体的大白话。如直
接照搬自英国“十大儿童宣言”的
那句“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
别人触摸”，多么走心和实在；三是
操作性强，《规范》突出学生行为养
成中可感可知可践行的生活情境，
更加重“日常”、重“细节”、重“行
为”，既方便操作又便于考评。

好的文本需要好的执行，不然

就是一纸空文。我希望《规范》不
要像旧版的《守则》那样成为墙上
的画饼，中看不中用。各中小学校
除了要将《规范》上墙外，还须在
学校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校
园网、校报校刊等进行滚动发布，
使学生日有所见、以此为鉴，日有
所悟、以正己身；要通过班会等形
式组织学生对《规范》进行解读和
讨论，让学生牢记于心；要通过家
长会、家访、告家长书等形式让家
长了解 《规范》，家校联动，共同
推进学生行为养成教育。与此同
时，各中小学还应将学生遵守《规
范》的情况客观记录在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之中，列为学生“品德表
现”评价的主要内容，经常性地进
行评价。

中小学生行为准则须从墙上落到地上

袁汝婷

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居民出
游意愿调查显示，今年国庆、中
秋假期，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
7.1 亿 人 次 。 然 而 ， 在 一 些 景
区，导游和商家串通宰客等老问
题依然存在。要根治此类问题，
需要全行业真正明白“宰客就是
坑自己”的道理，避免短视行
为，加强监管、严格自律。

旅游乱象屡禁不止，既有我
国旅游市场发育不够成熟、旅游
商品开发滞后、同质化恶性竞争
激烈等深层因素，也有不法商家

“坑一个算一个”“捞一笔算一
笔”的逐利冲动。

这种冲动必须克服。旅游业
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特点。
山水景观是天造地设，但景区服
务管理的软环境是上下游从业者
共同营造的，每个人身上都担负

着一份责任。一锤子买卖固然来
钱快，但若是一锤子一锤子地砸
了景区的招牌，最终坑的是自己
和旅游市场的长远发展。

立足长远的做法无外乎监管
者从严监管、从业者严格自律，
相向而行，让旅游服务的品质水
涨船高。而从严监管在当前显得
尤为重要。

旅游监管要更精准，多一些
日常巡查、防患未然，多一些长
效治理。节假日等高峰时期，对
旅游市场进行集中整治是必要
的。但是，根治旅游市场乱象不
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为避免风头
一过问题依旧，有关部门应找到
乱象病根，加强源头治理，形成
长效机制。

旅游监管还要破除“谁管
谁吃亏”怪圈，在执法标准上
要坚持不分地域、不搞例外，
一把尺子量到底，推动全国旅
游服务水平整体提升，在更好
惠及人民群众中实现旅游业更
大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宰客就是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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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无良店家，
旅行社来勾搭。
推销外带洗脑，
爱坑出游银发。

游客体验变差，
当地形象必垮。
节前警钟长鸣，
趁早惩治不法。

郑晓华/文 曹一/绘

据9月 26日新华社报道：门脸低调，隐身市区犄角旮旯；别有洞
天，店内装修富丽堂皇；看似高档，推销的产品成本不足标价一成；VIP
预约，只对旅行团开放；激情四射，神秘隔间内“讲师”为游客洗脑……

“十一”黄金周临近，记者赴旅游景区调查，发现一些旅游购物店内的天
价旅游商品猫腻。

据 9月 27日《新京报》报
道：“禁止业主邀约外来人员进
园区健步走”“禁止散步走队伍
超过 5人”“禁止散步走速度超
过 5公里/小时”……针对小区
内外来人员增多、音响扰民、道
路被占等问题，沈阳市铁西区
一小区近日出台了十项针对园
区内散步走的管理规定，引发
热议。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9月 27日《广州日报》
报道：兰州某小学的 80后青年
教师黄超，因为在网络上直播
课堂内容，一夜间成了“网红”。
迎接他的有鲜花和掌声，也有
很多网友的口诛笔伐。目前，课
堂直播活动已被校方叫停，所
有上传视频也一并下架。

点评：课程直播迎合了时代潮流，但一些问题不容忽视：比如
将学生置于全民关注之下，隐私权无从保障。虽说家长和学校有权
监督学生的一举一动，但放大给整个社会看，未必合理。教师可以
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教学直播，但没有权利绑架学生去做直播。

@临江居：家长更累，每天盯着手机电脑的时间更多了。
@李师傅：有摄像头就行了。

据 9月 27日《法制日报》报
道：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正式受理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
合会起诉百度外卖、美团、饿了么
三家外卖平台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一案。对此，饿了么回应，对方提
交给法院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垃圾
污染完全由外卖平台造成。

点评：环保组织起诉外卖平台污染案，意义胜过输赢。既有助
于外卖平台认清自己的环保责任，也有利于唤醒公众参与外卖污染
治理的责任感，同时提醒相关部门和其他环保组织对外卖污染说不。

@谢霞飞：外卖平台有保护环境的责任。
@adlsh安德鲁：希望通过此案改变消费者观念。

据 9 月 27 日《中国青年
报》报道：北京昌平回龙观吉晟
别墅住宅群深处，有一所名为

“内力觉醒”的“大学”，20多名
新生年龄从 7 岁到 16 岁不等。
该校号称“中国第一所少年儿
童大学”，但并无教材且混龄教
学，学生每周有所谓觉醒课、每
天要进行冥想，还存在对学生
体罚的现象。

点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可以任由家长支配而放弃法定受
教育权吗？看起来是教育培训机构的问题，实际上是特殊学生、特
殊家庭的教育去向问题。当教育部门和社会将这些孩子从违法办
学点解救出来，他们又该去向哪里？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暗流汹
涌的“刚需”，迟早会找到下一个出口。

@拉面小哥：教育监督没有及时跟上。
@鹤桥风月：觉醒，冥想，说不定还真的有点作用，但体罚肯

定不对。

点评：小区维护居民利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散步限速”“散
步限人”等规定，缺乏法律依据，损害居民的正当权利。规则制定者
应用法律标准、道德标准、社会公共利益标准来衡量“居规民约”，
力争使其适法、规范、严谨、科学。

@大狐狸：一家人散步肯定有5人了。
@ssw：速度怎么管？监控？速度测试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