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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老师火了”是对功利化教育的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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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游企业被罚“第一案”

极具典型意义和警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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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之爱，危难时绽放英雄气

拒买“凶宅”与迷信无关

点

击广东

学校推进课后服务全

覆盖， 把课后服务建设为

既解决家长后顾之忧，又

拓展学生兴趣、 素质的平

台，应该立足自愿原则，以

高质量服务吸引家长选

择， 不能在落实时走调变

形，认识打折、投入打折、

服务打折。

对于课后服务， 有的

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认

为， 应仅给有接送孩子困

难的家长提供基本的看护

服务，并视学生情况，再决

定是否开展兴趣班活动。

这类课后服务基本属于

“应付式”“维持型”。 而推

进课后服务全覆盖， 应该

在基本的看护服务基础

上，通过开展社团活动、兴

趣课程， 吸引更多学生参

加， 把课后服务打造为素

质教育的平台。

———新京报：《中小学

课后服务托管， 需避免应

付了事》

美容不成反而毁容的

例子不胜枚举， 网上甚至

出现“整容失败吧”，其中

数以万计的哀怨、吐槽、控

诉帖， 以及网友自曝整容

失败的照片， 让旁观者看

了都心惊胆战。

更大的问题是， 整容

失败的消费者“讨说法”常

常遭遇医美机构推诿、卸

责。近日，山东济南某整形

机构女老板殴打顾客的视

频被曝光， 女老板野蛮嚣

张，对顾客谩骂、威胁、扇

耳光，令人震惊不已，这样

的极端案例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医美维权难的问

题。 人们不禁要问：“医美

之殇” 难道是谁赶上算谁

倒霉？

———人民网：《整形失

败维权难，不能“谁赶上算

谁倒霉”》

托幼机构与学校也要

执行严格的科学防疫措

施，不能心存侥幸；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应对本社区儿

童做好重点普查、 开展多

形式健康教育与指导；商

家在生产儿童防护用具

时，也可以更用心一些。

———央 视 新 闻 客 户

端：《莆田

36

名学生感染

敲响警钟 要为孩子织密

防护网》

◎

木木 辑

新学期开始两周，广

州某实验学校初中部的体

育教师李言益感受到了不

同。 他感叹道，自己当了 7

年体育老师， 第一次感到

“腰板硬了， 说话有底气

了”。某实验小学体育老师

刘志明说，“从开学这两周

看，我每周 18 节课没有一

节被占用过。 ” 海珠区某

小学校长表示，“4 名体育

老师现在已经不够用了。

我们正考虑要增加两名体

育老师。 ”（《广州日报》9

月 15 日）

很长一段时间里， 体

育老师曾是一个尴尬的职

业。 一方面， 许多中小学

对体育教育不够重视， 对

体育老师需求不大； 另一

方面， 体育老师没有得到

足够的尊重， 缺乏职业吸

引力。 经常“被放假”

“被生病” 的体育老师，

在学校里腰板难以硬起

来， 学生们也对体育课程

缺失、 体育老师“缺位”

见怪不怪。 当体育老师成

为不受待见的边缘群体，

一些师范大学的体育生也

选择了转行。

从过去的边缘化境地

到如今的“火了”，体育老

师的生存境况发生了鲜明

的变化。 在上海的一次家

长会上， 有体育老师开口

第一句就是“我从教 20

年， 第一次有机会参加家

长会”。 体育老师受重视

了，体育课不再被占用了，

体育老师供不应求了———

这些新现象、新变化，根源

于素质教育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重视。

不论是“双减”政策的

落地， 还是深化教育评价

改革， 体育教育的价值都

得到了普遍认同。“体育老

师火了” 不仅是一个群体

的命运的改变， 也会带来

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

的变化。 促进孩子身心健

康，体育不可或缺。将体育

纳入考核评价体系， 压缩

学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

担，让学生不再围着“语数

外”的分数转，教育的“指

挥棒” 为素质教育创造了

足够的空间，“体育老师火

了”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体育不仅能够增强身

体素质、 充实生活情趣，

还有助于健全人格、 锻炼

意志， 帮助孩子建设一个

更强大的内心世界。 “体

育老师火了” 本质上是教

育价值理性的回归， 是对

功利化、 短视化教育理念

的纠偏。 以“体” 育智、

以“体” 育心， 强化学生

体质是实施素质教育、 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渠

道， 有助于促进教育现代

化、 建设健康中国和人力

资源强国。

体育教育的目的不是

为了考试， 而是要将运动

理念、 体育精神传递给孩

子们， 让他们养成契合自

己又终身受益的锻炼习

惯。 从这个角度来说，“体

育老师火了” 不只是体育

老师的幸事， 更是孩子们

的幸事。

◎

杨朝清 教师

新闻话， 寺右新马路两座

人行景观桥嘅设计方案宜家开

始面向公众展出， 附近嘅街坊

唔单止可以睇晒征集到嘅27个

方案，仲可以俾意见添。 原来，

呢个“社区事·街坊做”嘅征集

活动， 仲系市规划局同埋区建

设和水务局牵头。 简简单单嘅

两条天桥升级改造就咁大阵

仗， 足见有关部门对呢啲街坊

事情嘅重视。

睇到呢啲方案， 第一感觉

就系，认真同埋俾心机。呢个景

观工程，讲大唔大，讲细唔细，

冇谂到有27个方案咁多， 而且

呢啲方案都唔系敷衍了事，个

个都系大师级嘅作品， 设计得

非常有心思： 有贴合广州特色

嘅“云山珠水”方案，顶棚系“白

云”地面系“浪花”；有大胆前卫

嘅叠加共生方案， 成条桥好似

着咗蓝色或红色嘅衫裤噉；有

用色明亮嘅方案， 成条桥色彩

缤纷，啲扶手栏杆全部涂成“彩

虹”。

睇咗咁多， 其中有一个怀

旧设计方案最打动我， 佢用返

红砖嚟砌成条桥， 桥上边个围

栏就用绿色嘅琉璃柱， 同东山

啲民国时期嘅别墅风格一样。

其实，呢啲方案，随便拣一个嚟

改造，出来嘅效果都会好惊艳，

保证成为网红点。

一条人行天桥都咁俾心机

去做成“一景”，广州有咩理由

会唔靓呢？ ◎

阮栩 编辑

时光流转， 大江东

去，但人们对王红旭的怀

念和赞誉却不会随时光

和江水而逝。 这位人民

教师， 在危难关头毫不

犹豫地纵身一跃， 救起

了两名素不相识的落水

儿童， 自己却献出了不

满35岁的生命。 英雄壮

举感人至深， 也为世人

带来生的美好和希冀。回

望王红旭的人生旅程就

会发现，他的英雄气并非

偶然，而是源自绵延不绝

的师者之爱。

在一个三代从师的

家庭中， 点点滴滴师者

之爱的日积月累， 铺就

王红旭鲜亮的人生底

色。 他不仅传道授业解

惑， 而且爱学生、 爱同

事、爱家人。 在学校，他

尊重同事，像“小太阳”

一样温暖着大家； 对学

生视如己出， 用心了解

他们、尊重他们、关心他

们， 甘当人梯， 乐于奉

献。 在家中， 他是好父

亲、好丈夫、好儿子……

正是这种看似平凡的责

任心与使命感， 长期滋

养了他的英雄气， 让他

在危难之时显身手、在

紧急时刻挺身而出。

这并不是王红旭第

一次救人。“危急时牺牲

自己值不值？ ”面对这样

的话题，他曾坚定作答：

还考虑什么值不值！ 自

古以来，“经师易遇，人

师难遭”，王红旭用大爱

和舍己为人的行动诠释

了“人师”的内涵。

“看似你把爱留给

了别人，但你走后，别人

也把爱传递给了我们。 ”

这是王红旭的妻子陈璐

希对丈夫的告慰。 是的，

师者之爱永远不是单向

的， 它让我们看到了许

许多多的社会脊梁在砥

砺前行， 看到了新时代

的浩然正气在汹涌澎

湃！

◎

王金涛 、 周闻韬

新华社记者

中小学教师就该成

为有 吸 引 力的 职 业 ，

“越来越多名校博士投

身广州基础教育 ： 港大

博士省实教物理 ， 北大

博 士 华 附 教 化 学 ”

（《信息时报》 9 月 15

日） 是值得欣喜的。 高

素质人才愿意投身中小

学教职， 首先体现了政

府对基础教育的日益重

视， 让人们感受到了职

业前景。 当然， 人才是

最重要的教育资源， 人

才资源如何均衡分布，

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医药人才显身手的

机会也在扩大。 你看，

“在粤开药店 ， 执业药

师成 ‘标配 ’”

（《广州

日报》 9 月 15 日）， 这

意味着药学人才将更加

吃香。 根据即将实施的

《广东省药品零售许可

验收实施细则》， 申请

经营范围包含甲类非处

方药、 处方药和中药饮

片的药店， 应当至少配

备药学、 中药学专业的

药学技术人员各 1 名，

其中 1 名应当为执业药

师。 此举对于老百姓安

全、 合理用药， 也是非

常必要的。

这个提醒也非常必

要：

“广东省检察院向

干警及家属发倡议 ： 不

打听过问案件 ”

（《南

方都市报》 9 月 15 日）。

相关倡议有助于营造良

好家风 、 抵制不良风

气， 避免家属因干预案

件而导致司法腐败。 坚

守这一原则 ， 利国利

民， 也利己。

司法公正不只是要

以法律为准绳， 也要兼

顾民风民俗与心理习

惯。 比如，

“广州男子

买到 ‘凶宅 ’ 不知情 ，

法院判决支持其退款 ”

（《信息时报》 9 月 14

日）。 因为“凶宅” 发

生过刑事命案而拒绝购

买 ， 并非封建迷信因

素， 而是社会传统留存

下来的一种趋利避害的

风俗习惯。 即便是从心

理学角度来看， 忌讳死

亡， 惧怕命案形成的心

理阴影 ， 也是人之常

情。 据此， 法院支持解

除购房合同， 合情合

理。

想吃名牌月饼 ，合

情合理的做法是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 你看，

“深

圳罗湖市场监管局查扣

一批假冒月饼 ， 抓获犯

罪嫌疑人

16

名”

（《深圳

特区报》9 月 15 日）。 监

管严格执法固然很重

要， 但消费者不去无证

摊点购买， 也是杜绝假

冒伪劣的重要一环。

◎

王川 教师

9月14日， 北京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处北

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

自营的游戏平台违规向未成

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总

队依法对该公司做出警告、罚

款10万元，并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

罚。 (新华网9月15日)。

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

他们对于网络游戏更容易沉

迷、上瘾。 未成年人因网络成

瘾而荒废学业、 偷钱玩游戏、

窃取父母银行账户充值或打

赏等类型的事件屡屡发生。越

来越多的孩子沉迷网游，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教育问题和社

会痛点。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署下

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

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

戏的通知》， 要求严格限制向

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

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

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

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 其他

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

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而

此次被处罚的游戏企业含有6

款H5网络游戏， 存在每日22

时至次日8时仍向未成年人提

供网游服务的行为。“史上最

严游戏监管令” 前脚刚刚发

布，这家游戏企业后脚便顶风

作案，其对国家政策的轻视态

度由此可见一斑。

据悉，这起向未成人提供

网游被处罚的案例， 是依据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针对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问题查处

的全国文化市场“第一案”。 显

然，这“第一案”具有很强的标

杆意义。近年来，未成年人沉迷

网游的问题， 受到了社会广泛

关注与重视， 一些游戏平台根

据政策要求相继推出了防沉迷

系统，但实践中，许多游戏平台

的实名认证形同虚设， 对未成

年人起不到“防沉迷”的作用。

比如， 未成年人借用或租用他

人账号登录。

青少年群体是网游的重

要消费群体，游戏企业面对巨

大利益，不愿“壮士断腕”，很

多企业对国家法律政策阳奉

阴违，在防沉迷系统建设方面

不积极，甚至故意留下可轻意

破解的漏洞。

要让游戏企业严格落实

国家法律政策，就需要监管部

门加强执法力度，增加企业违

法违规成本。 上述“第一案”，

就给所有游戏企业敲响了警

钟，形成了强大威慑力，意义

重大。

是时候对未成年人沉迷

网游问题动真格了，游戏企业

要履行好自身社会责任，监管

部门也要守土有责， 执法必

严。 这次查处的“第一案”，打

响了整治违规游戏企业的“第

一枪”，极具典型意义。

◎

戴先任 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