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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心回归校园

走近·关注

今年初，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

人手机带入校园”。一段时间来，这一规定落实效果如何，记者对

此进行了探访———

■ 本报记者 殷骁

·每周时评·
安安正正平平 专栏

放下手机

·延伸阅读·

多管齐下 培育理性观念

教育部《通知》还规定，学生确有将手
机带入校园需求的，须经学生家长同意、
书面提出申请， 进校后应将手机交由学
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同时，要求
学校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管理， 不得用
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
作业。

不少受访学校已按《通知》要求，将手
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制定了具体办
法。 但是从长远看，有的受访老师对学校
手机管理的实际效果持“谨慎乐观”态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校方和老师无权搜
查学生个人物品，手机‘禁令’能否取得实
效、长效，归根结底需要学生自觉。 ”一名
教育界人士告诉记者，说到底，对学校教
育造成影响的并非是智能通讯产品，而是

学生对它们的依赖和沉迷。
“带手机进校，学习很难不受干扰。手

机的学习功能，他们（学生）使用的恐怕最
少。 ”针对一部分人“不带手机影响学习”
的观点，合肥市某中学高三班主任李老师
指出，一些学生往往滥用手机各项娱乐功
能，不同手机的品牌、参数还会引起攀比，
个别学生甚至利用手机作弊，不利于教学
管理和个人学业。 “频繁接触手机的学生
容易分心、学习效率降低，学习成绩均不
同程度下降。 ”这是李老师与几位同事的
共识。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数字技术
的快速普及，让青少年完全脱离智能通讯
产品并不现实。”业内人士建议，相关部门
疏堵结合、多管齐下，帮助青少年正确认

识和使用智能电子产品。
“青少年普遍存在逆反心理，越不让

他们接触手机，他们就越渴望接触。 ”全国
青联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柏一丹告
诉记者，教育部门、老师和家长应相互协
作，通过多种方式帮助青少年科学、客观
地对待智能通讯产品。 同时，可根据实际
情况，允许孩子在限定时间内、家长监护
下使用手机，达到“既不沉迷手机，也不一
味排斥”的效果。

因为孩子沉迷手机， 从事教育工作的
省城学生家长赵先生花了几年时间尝试了
各种方法， 他认为最有效的引导是兴趣转
移。 “过去，孩子放下手机觉得做任何事都
‘没意思’，现在，他不仅学习成绩不错，连续
多次在省级青少年赛事中获奖，周末、节假
日有时间，还会约同学去打乒乓球。 ”赵先
生希望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 一起发现并
培养孩子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 以丰富多
彩的体育课、社团课、实践课和家庭亲子活
动，帮助孩子告别网络依赖。

一纸禁令 激发热烈反响

一纸手机“禁令 ”引发热烈反响 ，也
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 “孩子在
校玩手机，最直接的后果是影响视力。 ”
全国人大代表、 省委党校 （安徽行政学
院） 社会与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吴梅芳
说，我国中小学生近视人数已超过 1 亿，
低龄化、重度化趋势越发严重，过度使用
电子产品是主要原因之一。

吴梅芳认为，除疫情等特殊原因外，
学校不应采用扫描二维码签到，QQ 群发
布、手机软件打卡等方式布置作业，以减
少青少年对电子产品的新奇感和依赖
度，帮助孩子们保护视力、缓解视疲劳，
使他们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学业上。 她同
时认为，青少年模仿能力很强，老师在日

常教学中也要适当减少使用平板电脑等
电子设备，课下也尽量不在学生面前摆弄
手机，以身作则为学生营造“无电子干扰”
的校园氛围。

记者走访发现，虽然带手机入校的小
学生较少， 但是他们普遍佩戴了电子手
表。 “电子手表可以打电话、 玩游戏、聊
QQ，很多功能接近或等同于手机，而小学
生自控力较差，易受影响，所以学校也倡
导不要带电子手表进校，或进校后关闭电
子手表。 ”合肥市芙蓉小学教师胡萍萍告
诉记者。

“我举双手赞成”“早就该这么做”“学
生到了学校就要专心读书，不能上网打游
戏”……采访中 ，很多受访者为手机 “禁

令”点赞，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我在家就经常用手机查资料、上网

课 ，把手机带到学校不过是换了一个场
所，主要用途没变。 ”合肥某中学高二学
生小杨认为 ，身处数字时代 ，青少年应
充分利用海量网络学习资源 ，作为课堂
教育的有益补充 ， 而不能因噎废食 ，白
白浪费这些资源。 小杨过去上课时一般
不带手机 、或将手机关机 ，课余时间经
常用手机查资料、做题目、看新闻。 他觉
得 ，比起不让带手机 ，细化校园管理 、规
范使用手机 ，更有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
和知识面。

有受访家长表示，希望学校可以变通
一下，比如允许孩子携带只有简单通话功
能的老人手机，让家长可以随时与孩子联
系，孩子遇到突发的事情，也能及时找到
家长。 “校园公用电话在使用高峰期需要
排队，不太方便；公共环境下通话，隐私也
得不到保障。 ”这位受访家长坦言。

告别干扰
上课更加专注

“禁带手机进校园，你遵守了吗？ ”
今年新学期伊始， 合肥市第 38 中学北
校区悬挂出这样一条横幅，吸引了很多
同学注意。该校学生唐文琪与不少同学
一道，在横幅上郑重地签了名。“不带手
机进学校，能让我们心无旁骛地学习。”
提起校园手机“禁令”带来的新变化，唐
文琪说。

今年初，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
带入校园”。

“在教育部的《通知》印发之前，学
校就与家长和学生签订了 《三方承诺
书 》， 要求同学们不要把手机带进校
园。 ” 合肥七中校团委书记陈伍华介
绍。 《三方承诺书》还规定，学生未及时
上交的手机一经发现， 将被暂时没收
并通知家长取回。 少数家长为方便周
末接送子女，在与该校沟通后，给孩子
配了手机。 这些同学到校后，会主动将
手机交给班主任或生活老师管理 ，每
周离校前再取回。

去年 5 月，合肥一中高二（25）班召
开了一次“拒绝诱惑，远离手机”主题班
会，通过观看相关视频、开展小组讨论
等方式，探讨手机依赖现象。“大部分同
学承认， 在校时经常用手机看视频、打
游戏，干扰了学习，影响了休息。手机最
终变成了我们的‘手铐’。 ”该班孙林溪
同学说。 今年开学后，合肥一中已要求
所有学生不得带手机进入校园，学生凭
食堂饭卡可以免费使用学校的固定电
话，家长有急事可以经由老师与子女取
得联系。

禁带手机入校园的规定已执行
一段时间 ，不少老师 、学生都认为效
果很好。

“任课老师普遍反映课堂纪律变好
了，同学们上课更加专心。”省城某中学
初中班主任刘老师告诉记者。 以前，刘
老师所带的班级曾有少数学生用手机
拍照或聊天，扰乱课堂纪律。 “禁令”下
达后，同学们上课注意力更集中，“开小
差”的情况显著减少。

“以前会在寝室熄灯后偷玩手机，
第二天上课昏昏欲睡。 不带手机后，睡
眠时间长了，上课更有精神。”合肥市某
中学学生小君笑称， 不带手机进学校
后，自己的学习状态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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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优秀学子应保持理性

“优秀学长”“我的榜样”……近日，西北工业大学官微晒出一
张优秀学子的作息表，密密麻麻排满了课程学习、竞赛科研、学生
工作等事宜，引发一片赞叹。 但同时，“做数学建模模拟题到凌晨
6 点”“睡 1 个小时就去上课”等内容，也令人咂舌。

优秀学子争分夺秒、挑灯夜战，勤奋而又自律，实在让人敬
佩，催人奋进。 之前，清华大学也曾在校史馆展出一份作息时间
表，当事同学每天只睡 5 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埋头苦读。学校官
博点赞“这样学习，想不当学霸都难！”衡水中学、黄冈中学的作息
表，更是在网上“长盛不衰”，成为高中生们学习借鉴的“法宝”。甚
至还有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假期作息表，各种培训班从早排到
晚，老师竖起大拇指夸其“必成大器”。

优秀学子的学业之繁重、睡眠时间之稀缺，在形成轰动效应、
示范效应的同时，也不免令人疑惑：这是短期的突击冲刺，还是长
期的“不懈战斗”？优秀学子的身体都是铁打的，不需要充足睡眠？
“睡 1 个小时就去上课”可持续吗？ 人人都像学霸那样熬夜苦读，
会怎么样？

显然，这些质疑，是建立在“长期熬夜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一
常识基础上的。常识人人都有，但有些人一遇到励志鸡汤，常识就
失了灵。 美国篮球名将科比的“你见过凌晨 4 点的洛杉矶吗”，曾
经是激励人们深夜学习和工作的名言，但其实，他白天大部分时
间都可以睡觉。西北工业大学晒出的日程表，也有人指出，那其实
是学霸在赶项目时的特殊安排，并非长期如此，而官微宣传时却
没有说明这一点。退一步说，即使优秀学子身体强健，现在能扛得
起高强度学习，是否为以后的身体状况埋下了隐患？ 那些英年早
逝的中青年人才，几乎都是以透支健康的方式拼命工作，难道还
不足以引以为鉴？

就在刚刚过去的世界睡眠日，相关调查显示，我国有 38.2%
的人存在睡眠问题，高于全球 27%的平均水平，中小学生是存在
睡眠问题的重要群体。 我国 73%的中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达
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理念存在误区，将勤奋好学等同于熬
夜苦读，以牺牲睡眠时间来获得高分成绩。 事实证明，绝非“睡得
越少”就“学得越好”，一旦超过有益的边界，便得不偿失，长此以
往可能导致体格发育迟缓、精神状态变差、记忆力注意力衰退、影
响学习效率等严重问题。

成功总是偏爱那些努力奋斗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
长期“熬通宵”，甚至未成年的中小学生也要超出身心承受能力常
态化熬夜。 我们要学习的，是科学的时间观，正确的勤奋观，不是
一张“睡 1 个小时就去上课”的作息时间表。

宣传优秀学子，应该回归常识，保持理性。与其宣扬过度透支
身体健康的作息时间表，不如透过表格告诉大家如何做好时间管
理，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高效的学习方法，教育学生多
一点独立思考、少一点盲目模仿。 执笔：刘振

抱团直播 服务乡邻

■ 本报记者 罗鑫

阳春三月，皖南小城旌德县已是山花烂漫。 “‘村花’来啦！ 又
给我家省了钱！ ”3 月 8 日，旌德县庙首镇东山村脱贫户汪爱蜜一
边开心地说着，一边迎出了家门。

汪爱蜜口中的“村花”，名叫崔云，在庙首镇卫生院工作。当天
下班后，崔云把为汪爱蜜代买的洗洁精、洗衣皂送到家里。 “别忙
着走，我家里还存着鸡蛋要卖！ ”汪爱蜜接过日用品，跟崔云说。
“行！我来帮你卖！”很快，崔云麻利地把汪爱蜜家的 150 多枚鸡蛋
打包好。今年春节后，崔云已经通过网络平台，帮助乡亲们销售了
2000 枚鸡蛋，五六十只鸡、鸭。

因为长期帮助乡亲们网购生产生活用品，为大家省钱，崔云
被乡村们亲切地称为“村花”。

2019 年，崔云作为中国乡村“买手”代表，特别受邀参加了
阿里巴巴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仪式，亲手敲响了阿里巴巴上市的
钟声。 “我当时许下了一个心愿：今年‘双 11’帮村民买买买，明
年‘双 11’要帮村民卖卖卖。 ”回顾自己直播创业的初衷，崔云
说，长期给乡亲们代购物品，发现不少人家里都有农特产品，却
苦于没销路。 参加阿里巴巴的上市仪式，感受网上销售的强大
力量，她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只会帮乡亲们省钱，更要带领乡亲
们一起挣钱。

2020 年，崔云组建“村花联盟”团队，邀请乡村姐妹一起试水
直播带货，推销当地的农特产品。 这一年，邻村一位芦笋种植大
户，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芦笋滞销。崔云主动帮忙开直播，为其
销售了 1 万多斤芦笋。此后，崔云将旌德县土特产汇总整理，蔡家
桥镇的花生、菊花，白地镇的土鸡土鸭，庙首镇的茶叶，云乐镇的
灵芝……全都被她和姐妹们放在网上叫卖。 “双 11”当天，村花团
队卖出了 1 万多元的当地农产品。

“‘村花’不仅帮我找销路，还大老远上门取货、包装，我家不
仅鸡蛋卖得好，每只鸡也比在本地市场上能多卖二三十块钱。”白
地镇江村的脱贫户江振好高兴地说，去年，他家仅鸡蛋就卖了 2
万多元。

为提升妇女就业创业能力，旌德县妇联联合有关单位共同举
办电商网红直播大赛，搭建平台为崔云等参赛选手提供培训和帮
扶，助力她们快速成长。 崔云和姐妹们的干劲更足了。 “我们的团
队不断壮大，更多的姐妹参与进来，现在一共有 47 人。”团队骨干
江成告诉记者，姐妹们一起摸索着完善包装、做农产品检测、提升
直播人气，2020 年共完成 100 万元的代买业务和 300 万元的代
卖销售额。

在庙首镇东山村崔云家门口， 记者看到，“益农信息社综合
点”已经装修一新，一楼有专门的产品展示区，二楼办公区的直播
设备都已经安装到位。“这里是政府项目资金帮助我们建设的‘大
本营’，以后我们包装产品、做直播都有了自己的场所，还能在这
里为姐妹们进行技术培训。 ”崔云高兴地说。

堵疏结合 纠治“手机之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相关领域的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 纠治校内学生的
“手机之痛”，要兼顾“管”和“用”，只有堵
疏结合，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教育厅总督学
韩爱丽表示， 手机除了提供便捷服务之
外， 对于中小学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中小学校要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具
体办法，将手机管理纳入日常管理，明确
手机带入校园的原则和流程，避免简单粗
暴；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细化手机管理规
定，将学校手机管理情况纳入日常监督范

围，明确专人负责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
的经常性监督检查； 要广泛听取学校、师
生、家长的意见建议，及时发现并纠正落
实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建议， 学校可利用
“德育小课”、 主题班会等形式组织专题
辅导，让学生敞开心扉谈手机、擦亮眼睛
看手机， 进而达到科学合理用手机的目
的。 重点是从心理层面对学生进行疏导，
引导学生摆脱对手机的依赖， 进而专注
于学业。

全国政协委员、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
学校长唐江澎谈到，全社会应形成共识，
让手机时刻存在于未成年人的身边对他

们的成长是不利的。 他提出分学段、分学
校来处理校园中的手机问题。 同时，教育
界也应重视通讯工具作为学习终端的功

能， 不能忽视科技帮助学生从线上获取
知识所发挥的作用。 不能夸大技术产生
的价值，尤其在低幼年龄段，面对面教学
仍起到主导作用。 另外，技术也不是洪水
猛兽， 科技同样可保有传统教育所珍视
的本真。 （闻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