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中小学招生工作
如期进行， 有关择校的话题也再
度成为热点。引人注目的是，优质
民办学校越来越受到许多家长的
青睐， 甚至有人满为患之势。为
此，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要求，民

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统
一管理，严格执行招生简章、广告
备案制度，公开公示招生计划、招
生范围、招生方式、收费标准等，
对于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民
办学校， 要指导学校采取电脑随
机派位方式招生， 不得招收不符
合条件的学生在校就读。 北京全
市统一规定，民办学校招生要在5
月25日至6月9日之间组织完成，
禁止“抢跑”。

优质民办校缘何如此受青
睐？ 教育主管机关何以这般强调
监管？

众所周知， 择校现象的出现
缘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使得不
同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优劣之
别。 家长择校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发展有一个好的起步， 一个更坚
实的基础。人同此心，不难理解。

始终“热度”不退的公办重点学校
招生“挤破头”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的问题是， 曾经难入家
长们 “法眼” 的民办校， 为什么
短短几年就成了 “香饽饽” 呢？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优质民办校舍
得投入， 无论师资力量、 硬件设
施， 还是教学方式、 生源结构 ，
都在努力赶超公办校。 当它们达
到了一定的高水准， 而优质公办
校择校空间被政策压缩， 不能满
足需求时， 自然就成为人们趋之
若鹜的目标了。

以师资为例。 中小学教师待
遇问题历来为舆论关注， 但如何
提高却受到各种条件（包括政策）
的制约。 而民办校在这方面有着
相当的自主权。有报道称，民办学
校学费收入主要用于教师工资、
场地租用、硬件更新等方面，前者

占到学校支出的大半， 且一般优
质民校的教师薪酬比公办校高出
20%以上。 这样的条件自然可以
吸引、 招徕更多的优秀师资。因
此， 一些公办校的优质教师被民
办校挖走了。 而优质的师资决定
着优质的教学质量， 家长们选择
优质民办校， 除了看重学校本身
的条件和实力， 很大程度上是冲
着优质师资去的。

在上述背景下， 由于以往民
办校可以提前招生， 结果出现了
“民办掐尖、公办保底”的现象，给
一些原本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较
差的公办校带来更严峻的招生窘
境， 由此引发教育主管部门出台
“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的政策， 意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 由于民办校的招生优先权
被限制， 家长们的选择余地也相

对压缩，可能使择校热降温。但实
践证明， 这一措施并没有降低一
些家长追捧优质民办校的热情，
即使竞争激烈、学费上涨，也宁肯
舍“公”而就“民”。

有评论说 ， 义务教育领域
“公退民进” 现象已不新鲜。 这
个判断是否正确姑且不论， 现实
已经表明， 单纯靠 “公民同招”
的政策来 “堵”， 堵不住家长们
追捧优质民办校的脚步 ， 因为
“民办热 ” 的实质还是 “择校
热”。 根本的解决办法， 也是人
们最期盼的是， 政府持续加大教
育投入， 切实提升公办校的教学
质量及师资待遇， 使教育资源尽
可能均衡配置， 以满足大多数人
对优质教育的渴望。 那时， 无论
公办、 民办， 人们也就不必费尽
心思地去择校了。

■长话短说

考研成绩公示完成， 10名进入 “待录取状态”、
坐等 “被录取” 消息的考生 ,等到的却是学校方面
的 “不好意思” 和 “成绩错了” ……近日 ,湖北经
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成绩两次公示出现大面积修
改， 200多名考生成绩出现0.5分至43分不等的加减
变化， 引发部分考生及家长的强烈不满。 （5月13
日 《新华每日电讯》） □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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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要补上院前急救这一课

■世象漫说

优质民办校受青睐，公办校何去何从？

谨防AI技术
异化为助恶工具

■今日观点

把夜校办成
职工提素加油站

戴先任：“五一” 旅游消费旺
季结束后， 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
解平台用户维权案例库显示 ，在
线旅游 (OTA)成为消费投诉 “重
灾区”，订票、出行、酒店住宿、旅
游景点消费的各环节都存有诸多
猫腻。 问题集中表现为收取高额
退票费、订单无法消费、下单后难
预约、退改签遭拒等。亟待对在线
旅游乱象予以遏制。对于在线旅游行
业，监管不能“下线”，监管要能“上
线”和“在线”，要加强“在线监管”。

对在线旅游乱象
需加强“在线监管”

李雪：随着AI技术发展，视频
换脸技术门槛降低， 普通人也能
制作换脸视频。媒体调查发现，这
项技术被用于恶搞视频、 色情视
频合成上， 其不良效应也引发了
社会的关注和担忧；放任自流，任
其“异化”，可能成为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工
具。AI换脸技术原理并不复杂，但
尤须警惕擅自换脸“一时爽”背后
的侵权风险。 这也正需要各方增
强法律及安全风险意识， 以共同
防范AI技术异化为助恶工具。

现实已经表明 ， 单纯靠
“公民同招”的政策来“堵”，堵
不住家长们追捧优质民办校
的脚步，因为“民办热”的实质
还是“择校热”。 根本的解决办
法， 也是人们最期盼的是，政
府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切实提
升公办校的教学质量及师资
待遇，使教育资源尽可能均衡
配置，以满足大多数人对优质
教育的渴望。

别再让“水晶泥”危害孩子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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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姆立克急救法、 心肺复苏
术 （CPR） 、 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使用方法……这些生活
中利用率颇高的急救技能， 会用
的人却没有几个。 12日， 北京市
急救中心负责人透露， 目前北京
市民的急救知识普及率仅为1%。
（5月13日 《北京日报》）

急救是一门科学， 涉及急救
知识和实用技能， 只有比较系统
和全面掌握了基本操作技能， 才
能有效进行院前急救。 反之， 即
使抢救时间及时， 但操作不正确
的急救措施也是毫无意义， 甚至
是有害的。 前不久， 一则6岁孩

子窒息， 母亲手足无措无效施救
的视频引起了广泛关注， 男孩最
终没有抢救过来， 让人心痛。 实
际上， “海姆立克急救法” 诞生
已有40多年， 可很多人仍对其知
之甚少 。 同样 ， 救命 “神器 ”
AED虽然很多公共场所已经配
备， 但绝大多数公众坦言 “不会
用” “不敢用”。

很显然， 补上急救这堂生命
教育课， 让更多普通公民掌握正
确的急救技能， 以便在意外事故
发生后， 徒手或利用身边的简单
器械及时 、 有效地实施现场急
救 ， 为抢救生命赢得宝贵的时

间， 为入院做好充分准备， 尤为
紧迫。 这就要求， 政府和相关部
门须进一步加大应急救护 知 识
的 宣 传 力 度 ， 建 立 健 全 法 律
法 规 支 撑 体 系 ， 加 大 财 政 投
入 并 完 善 应 急 救 护 知 识 普 及
培 训 体 系 ， 发 挥 好 医 院 、 红
十 字 会 普 及 救 护 知 识 的 主 体
作 用 ， 给 公 民 传 授 防 火 、 防
电 、 防 水 等 防 灾 避 险 知 识 和
心肺复苏 、 创伤救护 、 意外伤
害等常见急症救治技能， 让每个
成年居民掌握基本的应急知识和
操作技能。

□祝建波

□张刃

近来，各种软软的、黏黏的，
像果冻一样的“泥”类玩具走红于
校园周边与网络平台，这些“泥”
类玩具不仅五颜六色、 能变换各
种形状，还可以用来吹泡泡、画画
等，深受孩子们的喜爱。然而根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
管理中心网络舆情监测发现，因
水晶泥、史莱姆等各种“泥”类玩
具导致儿童误食中毒的事件屡屡
发生。（5月14日 《扬子晚报》）

这种像果冻似的 “水晶泥 ”
（也有人称之为 “海洋宝宝”） 晶
莹剔透， 不仅是五颜六色的， 比
早先的 “橡皮泥” 要漂亮得多，

而且玩的花样也要多得多， 可以
变换各种形状， 还可以用来吹泡
泡、 画画等， 因此对孩子的诱惑
会更大。 问题是这种 “水晶泥”
配制的主要原料是硼砂， 而硼砂
属于有毒化学品， 易溶于水， 且
外观与水没有区别。 而硼砂对人
体健康的危害性极大， 短时间内
过量摄入， 会出现恶心、 呕吐、
忧郁、 惊厥、 皮肤潮红、 循环衰
竭等症状。

怎样才能让孩子远离 “水晶
泥”？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对中
小学校周边、儿童玩具批发市场、
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儿童玩具商铺

以及大型商超、网店为重点，严厉
查处线上线下非法销售 “三无”、
假冒厂名厂址“水晶泥”儿童玩具
违法经营行为，早日在孩子与“水
晶泥”之间树起一堵“安全墙”，让
孩子们的玩具更安全；另一方面，

学校和社会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
向中小学生宣传“三无”、假冒厂
名厂址“水晶泥”的危害性，教育
引导中小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 自觉抵制购买此类有害的儿
童玩具。 □林日新

4月的一天 ， 西安 ， 西北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九
分厂。 18时整下班， 杨鑫、 左
强、 何磊等近20位上完晚班的
工人并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拿
着笔记本和笔走进了车间旁边
的 “工人夜校”； 席江波、 谷
燕、 刘瑞华等十几位早班上完
已回家的工人， 也带着纸笔从
四面八方返了回来。 无人要求
和强迫， 他们却自愿放弃休息
甚至吃饭的时间， 如饥似渴地
抓住这一月两次的夜校学习机
会， 汲取知识和技能的营养。
（5月13日 《工人日报》）

职工夜校， 是曾经风靡一
时、广受青睐的职工提素阵地。
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职工夜校更是遍地开花， 几乎
开遍了各行各业， 为培养各类
技术技能人才， 提升广大职工
创新能力及实际操作水平，可
谓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随着
时代的变迁与进步， 职工夜校
也逐步淹没在了形式更加多
样、 内容更加丰富的各种办学
方式与提素平台当中。

不过， 尽管总体上看职工
夜校已经渐显颓势， 但在某些
特定的行业里面， 它的生命力
却依然茁壮与旺盛。 笔者身在
建筑施工企业， 且从事工会工
作多年， 对职工夜校的开办及
其作用的发挥可谓深有感触。
笔者所在单位每年有大大小小
几百个施工项目在建， 且早在
多年以前便已经实现了职工夜
校的全覆盖。 夜校学员除来自
施工一线的技术工人、 工班长
以外， 还有更多的是刚刚毕业
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们， 而主讲
老师则全部来源于项目部的专
业技术管理人员以及经验丰富的
一线操作能手。 学习内容或理论
研究， 或实操演练， 全部与生
产实际紧密结合， 有的放矢。

所以， 在笔者看来， 提升
职工素质， 除了要靠招收大学
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以外， 还
有一个重要措施必须引起足够
重视， 那就是把职工夜校建起
来， 并且将其真正办成职工提
素的加油站。 □乔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