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东南大学发布了一款“会唱歌”

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东南大学把校歌搬进

了录取通知书，2019 级的新生就将收到这

款特殊的礼物，当他们展开通知书，校歌声

起：“东揽钟山紫气，北拥扬子银涛。 ”

通知书画面则是建筑学家、 中国科学

院院士、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教

授所作的大礼堂钢笔画。

东南大学 “会唱歌的录取通知书” 引

发网友热议：

@一脸懵兔：好想退学重考啊，这波我

真的酸了。

@徐研玲：真是灵魂校歌啊，每次听到

都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

@ 洋姐 -Krystal： 让我想起了比小强

生命力还强的生日蛋糕里面的莲花灯。

@Zzz00LC：所以要努力上好大学啊。

还有网友 @四川大学：

@陳柏之：越来越花俏，是四川大学送

熊猫的时候了。

@佳里 BIlibili：@四川大学，今年送熊

猫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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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玩电子屏幕产品 单次不宜超过 15分钟

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中小学校园 禁售“三高”食品

7 月 15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简称《意见》），针对中小学生的健康问题，《意

见》分别从学校、家庭、政府等角度提出要求。

学校层面，主要包括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屏幕产品带入课堂；明确各学段体育课课时；中小

学食堂和校园内，禁止提供或销售高糖、高盐、高脂食品等，限售含糖饮料。 家庭层面，《意见》提出，中小学生非学

习目的使用电子屏幕产品单次不宜超过 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 1小时、要确保孩子每天在校外接触自然光的

时间达到 1小时以上。 政府层面，《意见》提出，将分阶段把健康教育内容纳入评价范围；将把学生健康知识、急救

知识，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考试内容；将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

现状：中小学生肥胖、近视等问题突出

《意见》提出，我国中小学生肥

胖、近视等健康问题已十分突出，需

要多方联合进行控制。

根据 2014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结果， 我国 7-18 岁城市

男生和女生的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11.1%和 5.8%， 农村男生和女生的

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7.7%和 4.5%。

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为 53.6% 。 其中 ，6 岁儿童为

14.5%，小学生为 36.0%，初中生为

71.6%，高中生为 81.0%。

此外，随着成长发育，中小学生

自我意识逐渐增强，认知、情感、意

志、个性发展逐渐成熟，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逐渐形成。 因此，在此

期间有效保护、 积极促进其身心健

康成长意义重大。

学校：校园内禁售三高食品，限售含糖饮料

学校方面，《意见》 提出，中

小学校要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方案

和课标组织教学活动， 小学一二

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三至

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

得超过 60分钟，初中不得超过 90

分钟，高中阶段也要合理安排。

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

就近入学全覆盖。 坚决控制义务

教育阶段校内统一考试次数，小

学一二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 1

次， 其他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 2

次。 中小学校要严格组织全体学

生每天上下午各做 1 次眼保健

操。 教师要教会学生掌握正确的

执笔姿势。 教师发现学生出现看

不清黑板、经常揉眼睛等迹象时，

要了解其视力情况。

同时，《意见》明确了学校体

育课的课时，具体来看，要严格落

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确

保小学一二年级每周 4 课时，三

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 3 课时，高

中阶段每周 2 课时。 中小学校每

天安排 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

学校要指导学生科学规范使

用电子屏幕产品， 养成信息化环

境下良好的学习和用眼卫生习

惯。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

脑等电子屏幕产品带入课堂，带

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 使用

电子屏幕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

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原

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此外， 针对学生的营养健康

教育，《意见》提出，中小学校食

堂禁止提供三高食品， 校园内限

制销售含糖饮料并禁止售卖高

盐、高糖及高脂食品，培养健康的

饮食行为习惯。

《意见》提出，把学校体育工

作和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对地

方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

考核评价体系， 与学校负责人奖

惩挂钩。 把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

识， 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考试内

容，把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的掌握

程度和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作为学

校学生评优评先、 毕业考核和升

学的重要指标， 将高中体育科目

纳入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或高考综

合评价体系。

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上，《意

见》提出，将每年对校外培训机构

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配备、电子

屏幕产品等达标情况开展全覆盖

专项检查。 政府将实施网络游戏

总量调控， 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

网运营数量， 鼓励研发传播集知

识性、教育性、技能性、趣味性于

一体的优秀网络游戏作品， 探索

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 采取

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新京报

家庭方面，《意见》 提出，家

长要通过亲子读书、 参与讲座等

方式给予孩子健康知识， 以身作

则， 带动和帮助孩子形成良好健

康行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每

天锻炼。 要确保小学生每天睡眠

10个小时、初中生 9 个小时、高中

生 8 个小时， 减少孩子近距离用

眼和看电子屏幕时间。 要确保孩

子每天在校外接触自然光的时间

达到 1 小时以上。 鼓励支持孩子

参加校外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

使其掌握 1-2项体育运动技能。

同时，《意见》建议，家长陪

伴孩子时尽量减少使用电子屏幕

产品。 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

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屏幕产品，

非学习目的的电子屏幕产品使用

单次不宜超过 15 分钟，每天累计

不宜超过 1 小时， 使用电子屏幕

产品学习 30-40 分钟后， 建议休

息远眺放松 10 分钟， 年龄越小，

连续使用电子屏幕产品的时间应

越短。

政府：将把健康教育纳入评价范围

手机用得多 并非就是沉迷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 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

品、必备品，手机的功能不仅仅是

通话和短信， 还渗透到了生活的

方方面面， 所以对手机这一产物

我们是不能拒绝的。

谈到“沉迷手机” 的话题，重

点是在“沉迷” 二字上，且对于

“沉迷” 手机的个体来说，一般情

况下指的都是游戏沉迷， 所以我

们更多的是要解决孩子（幼儿园

到初高中） 在使用手机和对待手

机游戏二者关系的问题。

防孩子沉迷 从 5 方面着手

认识： 家长和孩子在意识层

面要正确认识手机这一工具，双

方缺一不可。 双方都不能拒绝手

机的存在。 即：手机是一种很重要

的生活工具，随着大数据的发展，

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

便捷。 家长不要企图隔离手机和

孩子， 手机也是孩子融入社会非

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这一点非常

重要； 孩子也要正确认识到通过

手机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社会信

息，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而

不只是玩游戏。

约束： 家长和孩子可利用制

度的形式约束双方对手机的使

用。 对于处在幼儿期的孩子，他们

需要的更多是家长的陪伴， 所以

幼儿期的家长要主动陪伴孩子，

自律少玩手机， 让孩子对手机没

有太大的概念和依赖， 暂且把这

归属于启蒙阶段吧。 对于处在小

学阶段的孩子， 在手机的使用上

家长要通过自身的模范， 然后在

手机的使用时间和用途上对孩子

进行限制， 比如每天使用手机时

间在完成学习生活任务后可适当

接触，用途为查看新闻、查阅学习

资料、适当社交工具等。 对于处在

初中阶段的孩子， 家长和孩子要

就手机使用问题共同商议， 制定

文字性、条理性的约束制度，使家

长和孩子在该问题上处于统一战

线，而不是对立面，当孩子想玩手

机但又不能实现时， 是制度在起

约束的作用，而不是家长不让，这

也有利于亲子关系和谐发展，有

利于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对于

高中阶段的孩子， 让初中阶段的

制度约束成为一种习惯， 内化为

孩子手机使用行为准则， 但对手

机的使用可以适当放宽。

活动： 各个阶段的孩子都可

通过多开展户外活动、 亲子活动

来充实家长和孩子的生活， 增进

家长和孩子的交流，减少、压缩家

长和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和空

间。

学习： 家长和孩子可共同制

定也可引导孩子制定在一定时间

段学会 1 至 2 项新事物、新技能，

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 通过学习

新事物新技能的形式来提升生活

的品质以减少对手机的依赖。 如

一个月的时间学会篮球并达到一

定的水平， 或是半个月的时间了

解关于插花或茶艺的基本知识。

此举旨在通过学习的形式转移注

意力，丰富日常生活，减少对手机

的使用，避免沉迷。

替代：孩子“沉迷手机” 主要

是沉迷手机游戏或小说， 家长可

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寻找能替代

手机游戏的事物， 让孩子在物化

方面寻找到在手机游戏里面体验

和感受到的满足感。 如体育运动

替代暴力类的手机游戏， 找到能

量的输出口； 如器乐类替代部分

非暴力类手机游戏， 陶冶孩子情

操，在新领域找到突破口等等。

最后， 家长切忌将学习与用

手机对立起来， 如玩手机影响学

习之类的， 这样反而会增加孩子

对手机的注意力， 促进孩子对手

机的依赖。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孩子沉迷手机 家长该怎么办

谈到“孩子沉迷手机” ，相信很多家长都深有感触，无论孩子是读幼

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甚至读大学，家长估计都要和手机“抢” 孩子。 暑

假来了，孩子们更是肆无忌惮地玩手机，家长到底该怎么办？ 就这一话题，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贵阳市心理健康优秀辅导教师、观山湖区会展城第

一中学专职心理教师王文学。

王文学老师

体重超标

7 月 16 日，以“新政策、新教育、新思

想、新未来” 为主题的“第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智库名家———贵州学术年会” 暨“首届

贵州省民办教育高峰论坛” 开幕式在贵阳

孔学堂召开，400 多家省内大中小型民办

教育机构与会。

据悉， 本届论坛由贵州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主办、贵州省素质教育学会承办，为

期两天， 旨在推动全省民办教育工作朝着

高水平、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论坛设立民办教育创办人的主题报

告、民办教育交流篇、公益项目签约授牌等

环节。 还有知名专家学者莅临出席年会和

论坛， 对国家颁布民办教育工作的新政策

进行深层解读， 零距离深入探讨民办教育

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趋势， 为我省民办教育

把好脉，提出新思路、新举措。

此外，论坛将开启签约授牌“社区儿

童素质之家”公益项目。 本报记者 谢孟航

惩戒到底是不是学校教育的题中之

义？ 答案是肯定的。 现如今，为什么许多老

师面对不听话的学生却“不会管、不敢管、

不愿管” ， 甚至干脆在心里就把传承了几

千年的戒尺置诸一边？ 复杂的原因中至少

包括这一条， 那就是个别教师滥用教育惩

戒权、体罚学生，屡屡引发家校矛盾、师生

对立。然而，事实证明，教师一旦扔掉戒尺，

对学生来说，贻害远大于收益。

学生违规，当然要管；屡教不改，必须

惩戒。“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

权” 就是要把戒尺还给老师。 递到老师手

上的这把戒尺既要有温度，也要有刻度。

戒尺上的温度来自于爱。 爱是教育的

起点，教育惩戒权就是“因爱赋权” ，以爱

学生为出发点。学校、教师和家长理应在爱

孩子这一共同出发点上达成共识———必要

的惩戒是为了让孩子成长得更好。

戒尺上也要有明确的刻度。 要让老师

能够掌握它的限度和力度。 什么时候该动

用教育惩戒权，它的边界在哪里，力度有多

大，这些不妨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得细一些、

再细一些，让教师管教有据惩戒有度。

拿起来首先感受到它的温度、 用起来

能明确掌握它的刻度， 这样的一把戒尺恐

怕才是家长和老师心目中最好的那把。

□辛华

录取通知书

翻开会唱歌

东南大学———

民办教育高峰论坛

在贵阳孔学堂开幕

◆教育微评

戒尺有温度还要有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