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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学生对校服有赞有弹

希望在美观度和质量上能够进一步提升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江欣蔚

见习记者 方嘉欣 何鸿槟

近日， 记者在佛山采访中了解到，

不少佛山中小学学生和家长对目前的

校服不断吐槽， 希望校服在美观度和

质量上能够进一步提升。

学生期盼校服更加漂亮

校服不仅彰显着学生身份， 还是

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 维系

着学生对校园生活的期待与热爱。 比

如， 会有学生表示， 自己学校的校服

“绝对值得拥有”， 不少毕业生在离开

学校多年后， 依然会穿着校服， 形成

校友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如果校服可以再漂亮一点， 我愿

意天天穿着它。” 就读于佛山第六中学

的陈梓桐表示， 好看的校服能够让她

在校园过得更开心。

学生普遍希望校服变得更好看，

而校服制作厂家则认为“众口难调”。

广东达思丹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先

生表示， “有时候大师之作， 家长反

而觉得很难看。” 在他看来， 设计师设

计出来的作品不一定受家长喜欢。 同

时， 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在冬天时能

多穿衣服， 倾向于买更大尺寸的校服，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校服看上去肥大、

显矮。

为解决“千校一服”、 “面口袋”

等问题， 提案建议， 校服企业利用成

熟的产学研平台， 加强功能面料开发

与校服款式设计， 还可结合中华传统

文化， 开发有别于欧美、 日韩的校服

款式， 帮助中小学生增强文化自信。

记者了解到， 佛山在 2018 年出台的

《佛山市教育局、 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佛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我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中提

出， 要引导专业设计人员或学生参与

校服款式设计， 突出育人功能， 贴近

地域文化特点， 符合时代精神特征，

并适度扣合传承民族文化需求。

其中， 2018 年广东省中小学特色

校服大赛中， 佛山市实验学校中学部

夺得中学制式装一等奖， 南庄镇中心

小学获得小学制式装二等奖、 运动装

三等奖的好成绩， 既展现了学生个性，

也体现了学校甚至城市的文化特色。

校服涨幅不得超 5%

不仅要物美， 还要价廉， 这是市

民对校服的普遍选择。 据悉， 禅城目

前中小学生校服的价格普遍为 70-100

元每套， 按每次购买夏季运动服与冬

季运动服各两套算， 每位学生在购买

校服时的花费大约在 350 元左右 。

“这个价格并不贵， 普通家庭都能接

受。” 鸿业小学一位家长表示。

那么， 校服费用究竟是由谁决定？

如何决定？ 这 350 元校服价格费用到

底是由谁来决定？ 记者通过禅城区教

育局了解到， 校服价格有完整的确定

流程。 首先， 教育局通过全国统一公

开招标挑选入围的校服制造厂家； 再

由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市场调研核算校

服成本， 确定出校服的最高价； 最后

以入围的投标厂家报价的平均价作为

校服定价。

同时， 禅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 校服是否涨价由相关部门统

一规定， 每三到四年校服的价格会进

行微调， 但规定涨幅不得超过 5%。

校服质量成家长关注重点

相对于价格的稳定， 家长更关心

校服的质量问题。 “孩子穿得舒服就

行了”。 在第十三小学门口， 准备接孩

子回家的王伟杰表示， 愿意接受校服

质量上升带来的价格微调， 也赞成美

化校服， 但对于班服、 校服等服装频

繁切换感到困扰， “新校服太麻烦了，

并且不清楚厂家是否更换了材质， 很

担心出现问题。”

“现在的校服都已经烂了， 小朋友

一下打球一下踢球， 校服很快就会烂

掉， 很麻烦。” 鸿业小学一位家长表

示， 由于小孩子比较好动， 校服磨损

问题常常困扰着他。 许多家长与学生

表示， 希望校服能从透气性、 吸水性、

耐磨性等方面进行质量提升。

“由于中小学生活动量大， 校服出

现破洞掉线等工艺问题很常见， 有问

题可以随时退换。” 记者从广东达思丹

服装有限公司得知， 佛山的校服生产

按照标准接受质检部门抽查， 多年来

一直保证校服质量安全。 为方便保修，

厂家一般在每个片区设 3 到 4 个服务

点， 通常在学校附近， 也可以通过网

店免费包邮进行更换。

“我们的校服一直按照标准生产，

并且每年都会积极接受质检部门抽

查。” 广东雅芝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蔡

志平表示， 面料选择上， 会尽可能使

用市面上更好的材料， “我们一直在

致力于制作出物美价廉的校服， 让广

大学生家长买得放心， 学生穿得舒

心。”

教育局： 每年都抽检校服质量

对于家长的困扰， 禅城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每年教育局都会会

同广东省质量监督生态纺织品检验站

（佛山）、 学校主管校服工作人员、 家

长委员会代表对区内公办中小学校服

供应商生产的校服进行抽样检验， 检

验合格后才能将校服发给学生。

据悉， “意见” 还规定， 佛山校

服管理实施“市场购买” 和“公开招

标” 两种模式， 无论哪一种， 都必须

将校服款式公开， 由学校组织家长、

学生统一投票后确定。 此外， 为加强

校服质量检查， 校服供应和验收实行

“明标识” 和“双送检” 制度。 此规定

还提高校服质量技术标准， 佛山校服

直接接触皮肤部分的棉纤维含量标称

值从原先的统一规定不低于 35%， 提

高到夏装不低于 60%， 冬装不低于

40%。

禅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校服的生产厂家不存在地方垄断保护，

全都是通过公开招标选取， 没有地方

限制， “如 2018 年入选禅城区的 5 个

厂家， 既有本区、 区外本市的， 也有

市外省内和省外的企业， 让学生和家

长拥有选择‘优质优价 ' 校服的权利。”

黄岐派出所开展反家暴宣传活动

“这位阿姨， 请问您了解家庭暴力

的表现形式吗？ ”来自黄岐派出所的民

警蔡健斌拿出反家暴宣传册，耐心地为

路人提供咨询服务。 3 月 12 日下午 3

时，南海黄岐派出所联同岐城社区在珠

水豪庭西广场举办“第一季度反家暴宣

传日”活动。

在活动现场，平安南海大巡讲讲师

组织平安南海护航志愿者通过设立妇

女儿童安全宣传摊位， 以真人飞行棋、

幸运大转盘、真实连连看、爱的拍拍照

等互动游戏， 寓教于乐地进行禁毒、反

家暴和防电诈政策法规宣传。 另外，志

愿者们还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按摩、美

妆与牙齿保健等服务。

“这类活动真的干货满满， 我学会

了不少知识呢！ ”家住岐城社区的莲姐

表示，她在社区微信群内了解到这个活

动，所以特意过来现场体验。 她还提到

自己平时有关注蔡警官推送的安全防

范内容， 还能跟民警进行线上咨询互

动，获益良多。

信息时报记者 夏敏 通讯员 蔡健斌

警嫂进警营体验丈夫工作

作为民警的家属，功勋有民警的

一半，也有她们的一半。 近日，佛山市

公安局南海分局平洲派出所举办“风

雨同行我和你”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主题活动，邀请警辅家属走进警

营，体验警营生活，分享爱的故事，感

受责任与担当。

当天上午 9 时， 共有 20 位警嫂

参与本次活动，据介绍，她们舍小家、

顾大家，肩负着照顾老人、教育子女、

料理家务的责任或重担，成为平洲派

出所 411 名优秀警嫂的代表。 活动

中， 警嫂们先后参观了派出所指挥

室、备勤室、案管中心、会议室、警营

文化室等民警日常工作地点，详细了

解了民警在单位的工作和生活。 第一

次看到手铐、防弹背心等单警装备的

警嫂钟文飞表示， 既新鲜又真实，但

也看到了丈夫工作的不容易，过去的

埋怨和委屈变成了现在内心的温暖

和力量。

民警、 辅警之所以能安心工作，

与广大家属的默默奉献和鼎力支持

密不可分。“我们离不开家属们的默

默付出， 她们为家庭分担了很多，也

为公安事业分担了很多。 借妇女节的

契机，我们邀请警嫂进警营，将全所

的工作向她们做一个汇报。 希望通过

这次活动，让她们更加理解和支持我

们， 同时也给民警们一个正向的激

励， 有利于我们公安大家庭的和谐，

也有利于公安事业的发展。 ”平洲派

出所所长林俊鹏说道。

信息时报记者 夏敏 通讯员 袁婷

市民希望校服在美观度和质量上能够进一步提升。 信息时报记者 江欣蔚 摄

民警给市民宣传防家暴知识。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