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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1日 星期二 广告

责编：万建刚余维新 美编：徐哨 审读：邱立波 校长说 现代金报 A11ducationEE

这位校长是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的校长陆琦。他说：
“能不能戴住是习惯问题，要不要戴是观念问题；习惯可以

慢慢培养，观念一旦错了就难以改变。
我们希望家长要树立一种观念，同时把这种观念传递给我

们的孩子：当别人在为保护你的生命而付出的时候，你要学会自
我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对他
们最好的回报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每个人的平安与健康。

我们要教会孩子自我保护。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如果不会保
护自己，就意味着别人要付出更多保护你，就意味着要让钟南山这
样的老人冒着危险保护你，就意味着要让王兵、李文亮这样的医护
人员牺牲生命保护你。

疫情当前，让孩子戴上口罩不容易，让孩子养成自我保护的
意识更不容易。

在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之前，要先成为对自身无害的人。一
个漠视自身安全的人，必定也不会尊重他人的付出。

今天，我们努力教会孩子戴上口罩，就是在教孩子对自己负
责，对他人负责。希望家长和我们一起努力，让孩子形成自我保
护的意识，养成终身受益的习惯。”

小学生上课要不要戴口罩？

宁波一位校长
硬核喊话：

能不能戴住是习惯问题
要不要戴是观念问题

要戴!
宁波4-6年级学生复学了，很多家长仍有困惑：小学生上课

要不要戴口罩？能不能戴得住口罩？
上周，宁波一位校长通过该校的微信公众号硬核喊话：在这

一点上，学校的态度很明确，孩子上学应该要戴口罩！我们的医
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不是鲜
花和掌声，而是每一个孩子养成自我保护的意识。

上周六，本报新媒体报道后，后台收到了很多留言，不少网
友纷纷表示：“这个三观太正了。”

□记者 钟婷婷

记者了解到，这段话是陆校长在学校召开的复学
工作部署会议上讲的。这场会议面向全体教师，兼任微
信公众号编辑的老师听后十分触动，就把这段话记录
下来，发布到学校公众号上，让家长们也能听到校长的
心声。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刷爆了家长朋友圈。

当晚发布的还有一个名为“我和口罩有个约会”
的视频，针对摘、戴口罩的一日流程与操作，对小学
生在校期间如何使用口罩进行详细讲解。

该视频的台词由参与拍摄的两位同学自己撰
写，从确定拍摄场景、分镜头，排定角色分工，仅用3
天时间摄制完成。

在复课前夕，学校还向全校学生发起“复学在即
如何做好自我防护”的主题征集活动，发动学生开动
脑筋，考虑上下学往返路上，在校期间的学习活动、
午间餐饮，同学交往等方面如何保护好自己，并将好
的方法分享给同学们。作品形式不限，可以是音频、
视频，也可以是绘画、手抄报等，该征集令一出，立即
得到了全体学生的积极响应。

陆琦表示，新城第一实验学校以疫情为契机，通
过多种形式开展生命自护教育。在复学以后，学校将
通过校园电视台、展板、公众号、广播等形式展示优
秀作品。

能不能戴住是习惯问题
要不要戴是观念问题

发布“我和口罩有个约会”视频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命自护教育

“我和口罩有个约会”视频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在行动

Ey-uY：以后在人多的地方也要学会带口罩，是
对自己负责，另外也是对他人负责。

one只鱼：这个视频做得真的太好了。
柒里香：正确的观念从娃娃抓起！
红豆爱我：我觉得最好防新冠的办法就两样，戴

口罩和勤洗手，我们很小时候就知道，病从口入。
虹虹：点赞陆校长！在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之

前，要先成为对自身无害的人。一个漠视自身安全的
人，必定也不会尊重他人的付出。

曾曾：这段话，一气呵成，掷地有声！点赞！
甬平安：养成良好习惯应从娃娃抓起！让全民都

有一个健康身体！
彩霞：校长说得太好了，只有正确观念，才会有

正确行为。
Crystal球请加油：这个三观太正了，点赞！

网友议

校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