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壹读
2020年3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朱文龙 组版：侯波

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民办学校要为“教好学生”下功夫
□金新

近日，上海、浙江、江苏三地
教育部门公布2020年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纳入审批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
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人
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
机录取。同时，取消义务教育阶
段特长生招生。

民办学校如何才能在不选
生源的情况下办出特色而仍然
享有良好口碑的问题，是这一次
招生改革的焦点问题。

从“选好学生”到“教好学
生”，要跨越的是一条常规教育
难以跨越的理念鸿沟——— 没有
差生，只有差异生；没有平庸的
学生，只有平庸的老师。

事实上，每个学生都在不同
程度上拥有自己独特的智能强
项 ,智能之间的不同排列显示出
个体间的智力差异。传统智力理

论认为语言与数理能力是智力
的核心，智力是以这两者整合方
式而存在的一种能力。于是乎，

“差生”的概念便这样错误地产
生了。20世纪80年代，哈佛认知心
理学家加德纳提出了多元智能
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八种主
要智能：语言、逻辑数理、空间、
运动、音乐、人际交往、内省、自
然观察。于是乎，“差异生”的概
念便这样正确地产生了。

“差生”与“差异生”是两个
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贬义，后
者中性。一个看不到学生间差异
的教师肯定是庸师，“公”“民”同
时电脑摇号招生，而民办学校失
去“优质生源”的背景下，第一要
务是清除那些只会打题海战术
的庸师，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
的，教师的任务“是帮助被教育
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
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
一分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
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那么第二要务呢？
传统私塾教育有两大优点：

因材施教与小班化。
就“因材施教”而言，必须超

越常规主科与副科的概念，而与
“多元智能理论”的“八种主要智
能”接轨；就“小班化”而言，必须
从形式走向内容而远离数字游
戏，在课堂教学环节与班集体建
设方面作科学配套。

在吸取传统私塾教育两个
优点的基础上，还务必实行“走
班制”。

所谓“走班制”指的是不把
学生固定在一个教室，或根据学
科的不同，或根据教学层次的不
同，学生在不同的教室中自由流
动上课。“走班制”在国内源自
2014年12月16日教育部发布的
《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
实施意见》，系高考变化导致高
中教学方式变化的衍生物，能较
好地满足学生的兴趣，对于增加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起到了良好

的作用。
其实，“走班制”在发达国家

早已有之。美国首先运用这种教
学方式，几乎所有公立、私立、特
许中学的８至12年级都采用：“教
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
能力和兴趣选择适合的班级；不
同层次的班级教学内容、作业布
置、考试难度不同；学生获得的
学分也不一样。”

窃以为，民办学校只要牢
牢把握“因材施教”“小班化”

“走班制”三要素且有机结合，
就一定能在与公立学校的竞争
中存活下去。毕竟，真正的特长
生不应是学校通过优先招生而

“抢”来的，而应该是学校经过
对学生的“八种主要智能”的分
类开发而有的放矢地自己培养
出来的。

“公”“民”同招，民办学校如
何应对是一种高层次的教育智
慧，估计靠“掐尖”过好日子而又
固步自封的道路会越走越窄。

□赵长峰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
的证据表明，新冠肺炎是通过摄
入被污染的食物或水导致发病
的，但是人们应树立未雨绸缪的
忧患意识。实行分餐制不啻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

我们中国人饮食通常采用合
餐制，每个人反复使用自己的筷子
和勺子从餐盘中随意取拿菜肴，为
了表达热情和关爱，有人也会用自
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中式合餐制
固然有分享与团聚的和谐内涵，但
是从食品卫生角度来讲,多人的筷
子和勺子轮番到菜盘中夹菜，以致
健康者和“未知”病患者的口腔细
菌必然汇集在一起，很容易传播。
而西餐中分餐制的做法恰好能够
规避这类风险。

分餐制是指服务人员或消费
者通过使用公用餐具分配菜点，
使用各人餐具进食的就餐方式。
对此可有更加宽泛的理解，在这
个基础上就能衍生出许多种具体
方式，其中，最具我国特色的、最
普遍的做法就是，每人都用公筷、
公勺分餐取拿，同时继续保留亲
朋好友围坐团聚的基本模式。这
样就能避免人们在交流情感时把
病原体也一并交换的弊端，进而
营造出使大家心无芥蒂地分享美
食，共叙情谊的欢乐氛围。

不过，从现实来看，分餐制的
推广还有许多路要走。首先需要
家庭主厨要树立强烈的卫生与健
康意识，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操作
规范，养成了分餐习惯，无论在哪
里就餐，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做到
位。其次，大家也要明白，建立健
康生活方式应该成为每个人的义
务担当。实行分餐制是对传统饮
食方式并非全盘否定的重大改
革，是要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实际问题，理当引起每个人、每个
家庭和每个餐饮企业的密切关
注，并能付诸实践。

事实上，在我国，“分餐制”的
倡议早已有之。在2003年5月28
日，中国烹饪协会就发布了《餐饮
业分餐制经营服务规范》，该规范
要求餐饮企业做到，为每位就餐
者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独立餐
具；每个餐桌上配备公筷、公勺，
而且要区别于就餐者的餐具；给
上桌的每道菜、点、汤都配备分餐
餐具。正是从那时候起，人们对饮
食分餐才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
成为一部分人的自觉行动。由此
看来，有关部门和组织机构的倡
导引领、规范管理、督促考核也是
全面实行分餐制的关键所在。

实行饮食分餐制
创建文明新生活

民办学校只要牢牢把握“因材施教”“小班化”“走班制”三要素且有
机结合，就一定能在与公立学校的竞争中存活下去。

葛大家谈

□史洪举

河北唐山市3月13日发布公
告，对境外入(返)唐人员刻意隐
瞒接触史、旅居史，故意谎报病情
或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引起
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
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
本人一旦感染新冠肺炎，所有相
关治疗费用由本人承担。

最近，在各方努力下，我国
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然
而，陆续发生的几起境外返国人
员谎报、瞒报事件，让一些地方
好不容易取得的疫情“清零”成
果毁于一旦。在此背景下，唐山
要求瞒报、谎报病情者承担相关
治疗费用的政策既合情合理，又
顺应民意。

尤其是，郑州郭某鹏瞒报旅
居史、谎报病情，导致多人被隔离

的事件发生以来，人们对瞒报、谎
报旅居史和病情的行为无不愤慨
至极。可以说，唐山发布该规定
后，绝大多数网友均点赞肯定，甚
至还有人建议要求瞒报者承担与
其密切接触人员的隔离费用，被
其感染者的治疗费用。这凸显出
具有朴素善恶观、是非观的普通
民众对故意瞒报行为的否定性评
价。

瞒报、谎报个人旅居史、接
触史的行为，给各地疫情防控工
作带来极大破坏，如会让一些地
方的复工复产计划搁浅，重回封
闭小区、封闭城区状态。因而，既
要让主动报告者获得正向激励，
也应让瞒报、谎报者承担应有责
任。

根据有关规定，瞒报、谎报者
可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如
果其明知可能感染传染性疾病，

依然外出聚集，危害不特定多数
人身体健康的，还有可能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
对故意瞒报行为施加惩戒的同
时，是否可以要求其自行承担治
疗费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疫情中，
有关部门曾明确确诊患者的医疗
费用由医保基金支付和财政兜
底。但这并非说明瞒报者的费用
同样可以由财政兜底，自身不需
要承担任何成本。根据《传染病防
治法》，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导
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
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也就是说，即便瞒报者的治
疗费用暂时由财政兜底，也不能
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这样的政策既合乎法律，也契合
情理。对治疗费用财政兜底的惠

民政策免除了患者的后顾之忧，
也有助于推动疫情防控工作尽
快取得成效。但该普惠政策应仅
限于自动如实申报病情的患者，
那些类似于郭某鹏的瞒报者，已
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抗疫成
果，如果不对其施加惩戒，显然
说不过去，也是对公平正义的戕
害。

抗击疫情没有旁观者，更不
容添乱使坏者。要想享受免费治
疗的权利，就应以履行主动报告，
不瞒报谎报的义务为前提。对刻
意瞒报谎报的行为，理当让其承
担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同时，
先行垫付治疗费用、隔离费用的
部门，有必要向其主张民事赔偿
责任，不能让无辜的纳税人为作
恶行为埋单。这样方能让更多人
认识到积极配合疫情防控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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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良

武汉有樱花，以武汉大学樱
花多而最美。在往年的眼下时节，
游客蜂拥而至，赏樱踏春，盛况如
云。但因为这场疫情，江城游人如
织的盛况难寻，冷清至极。武汉大
学也做出了樱花开放期间校园封
闭管理的安排，适时开放网络“云
赏樱”通道。

日前，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
和校长联名致信全体支援湖北医
疗队员，向42000余位医务人员发
出赏樱的邀请。他们在亲笔署名
的邀请信里真诚地说，“你们用自
己的行动生动彰显了医者仁心，
托起了无数生命的希望，传递了
人间最美的大爱。你们的恩情，珞
珈山一定永远铭记！”

这封邀请信的字里行间情真
意切。“我们向全体支援湖北医疗
队员发出诚挚邀请：明年3月樱花
开放时，邀请你们和家人一起到
武汉大学看樱花！我们将从明年
开始，连续三年为支援湖北医疗
队员以及湖北省疫情防治一线医
护人员和家人开设免预约赏樱绿
色通道，并尽可能为你们提供好

赏樱服务”。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相约赏樱，表达了武大师生对支
援湖北医疗人员的感激之情。

这封发向未来的邀请信，洋
溢着同气连枝、同情相成的绵绵
温情。这封信，传递的是知恩感恩、
心手相牵，唤起的是并肩砥砺，共
情共鸣，连接起的是相亲相爱，点
燃的是决胜疫情的信心信念。这
封信，闪烁着守望相助、投桃报李、
和衷共济的手足情谊和骨肉情
深，疫中有情，疫中见义。这封信，
代表着武汉大学师生的真心，何
尝不是所有湖北人、武汉人的真
情？三年之约，情意满怀，温润人
心，心向美好，使人坚韧；彰显的是
有难同当、共迎风雨的真心勇气，
寄托着每一位抗疫者对“家人闲
坐、灯火可亲”好日子的期盼憧憬。

急难有情，情有余兮！风雨袭
来，疫情肆虐之时，识大体、顾大
局的武汉市民很坚强很勇敢。武
汉不愧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
确实是英雄的人民。更为可敬的
是，数不清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
义无反顾，数以万计的医务工作
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不负期待

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动、
勇挑重担，千百万社区工作者、公
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
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广大群
众踊跃参与、经受考验……

当下，成千上万名医务人员
依然继续战斗着，用自己的身躯
抵挡着病魔；他们暂时闻不到樱
花的芳香，也看不到樱花的容颜，
但是，他们的心底都有着一个心
愿：待疫情过后，再来武汉，街头
漫步，看遍美景。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武
大人的这一份诚心，危难之际勇
入荆楚的所有医务人员值得拥
有；武大人的这一份诚意，胜于樱
花的美丽，会让“白衣战士”忘记
所有艰辛。

“疫”终有竟时，赏樱待来年。
相逢或许会晚，胜利注定相逢。待
到未来樱花烂漫时，愿每一位“光
明的使者、希望的使者、最美的天
使、真正的英雄”在武大这所“中
国最美的大学校园”徜徉，流连忘
返。

葛读者来信

葛一家之言

■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武
大
的
三
年
之
约

胜
于
樱
花
的
美
丽

葛公民论坛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