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B

07
2017年9月19日 星期二
编辑 谢凤 版式 何芳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腾讯/新浪@资阳日报 APP：i资阳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近日，浙江金华人的朋友圈
都被这样一条消息给刷屏了：金
东区实验小学不再让家长为孩子
作业签字。某门户网站就此新闻
展开调查，92%的网友对“不再让
家长为孩子作业签字”表示支持，
看来该校这个决定称得上是“喜
大普奔”。

众所周知，不少学校都有让
家长签字的要求。当初让家长帮
助检查作业，是为了让其更好地
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然而，
不知从何时起，家长检查作业成
了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久而久之，
形成一种习惯，每天老师都会把
一天的作业以短信的形式通知给
家长，并且都会在最后提示让家
长检查后签字。家庭作业变成了

“家长作业”，让家长不胜其烦，也
让作业乃至教育的本义变了味。

而让家长告别检查作业，有
很多好处。首先，有利于学生、老
师和家长各归其位。正如该校所
说的，“我们希望学生拥有这样的
认识：检查作业是我自己的事，不
是妈妈的事……”取消家长的签
字要求，强调孩子独立完成，强化
老师认真修改，让教师恪尽职守，
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既减轻了
家长的压力和焦虑，也让学习回

归到一个正常的循环，而不是一
切由家长包办。

其次，有利于营造诚信的氛
围。很多家长工作忙，压力大，根
本无暇给孩子检查作业，或者受
文化水平所限，不能完成这项任
务，于是乎，有家长随随便便签字
的，有孩子模仿家长笔迹代签的，
还有孩子做作业时养成了依赖家
长的坏毛病……如此不但有违家
长督促、帮助的原意，还无形中造
成了敷衍了事、弄虚作假的现象，
不利于培养孩子诚实守信的品格。

再次，有利于扭转当下浮躁、
功利的教育观。因为是“家长作
业”，很多作业孩子根本完成不
了。而家长为了快速、优质地完成
作业，往往各尽其能，不惜花更多
时间或大价钱来完成。而批评孩
子作业完成不佳，也成了一些老师
指责家长甚至夹带“私货”的渠道，
丧失了平等、尊重的教育要旨。

教育的宗旨是要培养具有独
立人格、平等民主思想的人才，而
建立学生、老师、家长、学校新的
平等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家长作
业”中的过度依赖性与功利观念，
正是教育本真的体现。基于此，
告别“家长作业”，值得大力探讨、
完善及推广。 据人民网

告别“家长作业”
此处应有掌声

南大为什么要在今年首推
“宿舍匹配系统”呢？南大学工处
处长龚跃介绍，研究表明，大学生
宿舍矛盾主要是由生活习惯差异
所造成。宿舍问题的处理，属于
私人空间的层面。小小的宿舍是
大学生最直接参与的人际交往的
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衡量

着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健康和
为人处世的能力。宿舍成员之间
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

因此南大为 2017 级新生推
出了“南京大学 2017级本科新生
生活习惯普查”，用数据规划学生
宿舍安排，让学生有一定的自主
选择权。 据新华网

“当你自己认为我的健康是非常重
要的时候，你一定会腾出时间去锻炼。
把锻炼身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会非
常愉悦地去接受它。”

9月 16日，中国女排总教练、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郎平出现在“全民·共建·共
享——健康中国高端论坛”上。她告诉
人们，要拿出时间去锻炼，关注自己的健

康。
“真正的高水平运动员，德智体都要

全面发展。”郎平认为，“体育到了世界尖
端水平的时候，智商和情商要非常高。
怎么样协调你的队友，怎么样跟教练以
及医生合作，遇到问题怎么样去解决，怎
样调整自己的心态非常重要。另外，你
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集体可以放弃或

者改变自己，在场上怎样跟对手周旋，怎
样去做临场调整，跟智商都是相关的。”

郎平讲述了她小时候运动的故事。
“学校作业做完，还有一串事情：干家务
活，切菜，买米。我就以最快速度把它做
完，挂上钥匙，就出去玩。我们几个小伙
伴约着跳皮筋，有一段时间还打乒乓
球。有时候，还跟男的小伙伴去爬树、爬

墙头，我那时候身体素质好就是这么练
出来的。”

但现在的成长环境与以前大不相
同，如何引导孩子到运动中去？

“尊重孩子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喜
欢什么都可以，不喜欢运动，喜欢跳舞或
者别的，我都会支持。”郎平分享自己女
儿的故事，“美国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学生
课后能参与课外运动，因为他们有时
间。我女儿小学回家作业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有时候在学校就做完了，其余时间
全部去玩，参与户外运动。”

据人民网

如何引导孩子去运动

癌细胞：你好
我叫杨汶宪，今年16岁，还有10多天满17岁，2014年

2月 28号我认识了你，经过半年的治疗，我和家人以为已
经战胜了你，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错了，因为我的骄傲、自
大，认为已经打败你，我为我的骄傲自大反思，我会学习你
坚持不懈的精神。

如今你又搞怪，医生说如果再摔一次真的要截肢。我
确实吓到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怕了你。三年前，我能有
个好的心态面对你，与你战斗，是因为我已看穿死亡，我已
经不惧怕死亡，所以才坚持到现在。

我现在也会与你战斗，我会做好被你吞噬的准备，但
是你也必须做好被我战胜的准备，虽然说后者可能性比较
小，但是，就算只有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为什么不能做那
亿万分之一呢？！

现在你在我体内整得我整天疼痛，我与你战斗之时，
我也有些高兴，因为痛，至少证明我还活着，我还没死！一
息尚存，希望不灭！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我会努力，争取早日打败你，从你在我体内的那一刻
起，其实就决定我俩的命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山不容
二虎！但愿你能早点战胜我，因为你如果不能战胜我，，你你
将面临灭顶之灾！可能不止你，连同你的种族，只要你不要你不
能杀死我，我一定有一天要诛你九族！

“我会做好被你吞噬的准备，但是你也必须做好被我战胜的准
备，虽然说后者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就算只有亿万分之一的可能，
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亿万分之一呢……”一封《致我体内的癌细胞的
一封信》成为17岁中江少年杨汶宪面对恶性骨瘤的精神支柱。

新学期开学，本该上高二的杨汶宪却住进了北京的医院。3
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恶性骨瘤，辗转国内各大医院治疗。今年5
月，他病情开始恶化，再次被送到医院，担心住院后学习跟不上，这
一次，他带上课本自学，他不想因为生病将成绩落下。

“夜猫子”分同一宿舍

南大给新生按生活习惯“归类”

9 月 17 日早上 6 点，北京朝阳
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骨肿瘤
科一病区内，一阵手机闹铃响起，
一病区 7 床的杨汶宪睁开眼睛，他
迅速关掉闹铃，担心打扰同病室的
病友。

杨汶宪坐在窗边，借着晨曦的
光亮，打开一本《物理》，认真研读
起来……几摞书垫起的小桌板上，
他正用笔认真地做着笔记。床头
柜上除了药品、病历以外，还摆了
一摞课本。按照当天的课表自习
了课本后，他打开《本草纲目》开始
学习，读到《柴胡》这一章节，认真
阅读后写下了读书笔记，记录下中
药柴胡的科属、药理作用、化学成
分、功能主治以及药方。对于一个
医疗世家的后辈，他对这些中药还
是略知一二，不懂的问题他也会请
教卫校毕业的母亲王荣华。

在医院，杨汶宪带上了高一的
课本，还向老师借来一套高二的新
书自学，他“改造”了自己的病房，
一边治疗，一边继续自己的高二课
程，“病魔常让人绝望，坚持学习我
能暂时忘记病痛。”

医生和护士都让他不要太累，
但他说将来还要考大学。每天在病
房里，这个孩子努力看书、学习的样
子，也感染着其他病友，让他们面对
治疗和病魔时不再那么绝望。

3 年来，辗转国内各大医院治
疗，已经花费各种治疗费用 70 余
万。为了省钱，王荣华每晚在儿子
的病床旁打地铺休息，“每天给儿
子按摩腿到凌晨，有时睡到 7 点才
起床，问他为啥不叫醒我，他说看
我太辛苦，想要我多睡一会。”

6 月 17 日 ，杨 汶 宪 在 自 己 的
QQ 空间写下《致我体内的癌细胞
的一封信》，向病魔“宣战”。信中，
杨汶宪说，就算只有亿万分之一的
可能，他希望做那亿万分之一。

这一封乐观的信，获得了众多
人点赞和祝福。

“他一直是个乐观、懂事、坚
强、勇敢的孩子。”这是中江中学高
二 14 班主任伍春蓉对杨汶宪的印
象，这个班是理科实验班，生病前
杨汶宪是班上前十名。伍春蓉介
绍，考虑到杨汶宪身体原因，外加
是走读生，班主任允许杨汶宪迟
到，允许使用手机，方便他关键时
候联系家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迟
到过，风雨无阻。上课从来没有耍
过手机，自律性很强。”杨汶宪生病
后，学校还为他减免了所有费用，
并为他募捐。“座位都还给他留着，
我们等着他恢复后回学校上课。”
伍春蓉说。

“没有给孩子完整的家
庭，但他依然乐观自信。”妈妈
王荣华说，孩子 5岁时，因为夫
妻感情不和，她和前夫杨先生
离婚，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王
荣华在中江县凯江镇从事厨卫
洁具销售。2011年，王荣华查
出患子宫内膜癌，自己要求全
切子宫附件，因为要养儿子，她
不能心存侥幸。但手术后出现
了并发症，引起双肾高度积水，
花光了王荣华多年积蓄。

祸不单行，2014 年，杨汶
宪被诊断出患有恶性骨瘤。
王荣华告诉记者，在 2014 年 2
月 28号，杨汶宪在学校大扫除
不慎摔倒，送院后查出右腿股
骨远端病理性骨折、骨肉瘤。

“妈妈听到这个结果，当时就
晕倒了，她从小在医生世家长
大，明白这个病的可怕性。”杨
汶宪回忆，担心他受不了打
击，起初母亲还对他有所隐
瞒。“不就是骨癌吗，有什么可
怕的。”杨汶宪反过来安慰母
亲，“其实当时我心里很害怕，
我怕万一我哪天死了，谁来照
顾妈？”

两年的治疗，病情得到了
一定控制，王荣华花了几十万
元终于把儿子从死亡线上拉
回来。但今年 5 月，由于腿伤
患处不堪重负，杨汶宪又摔了
一跤。

6 月 15 日，杨汶宪在母亲
的陪伴下到北京看病，辗转多
家医院检查后，7 月 3 日到北
京积水潭医院治疗，随后转到
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
救中心住院。“医生让我们准
备五十万元做手术，这是天文
数字，我不想死，妈妈不能没
有我。”杨汶宪说。

“ 儿 子 每 天 看《本 草 纲
目》，他想学医。”王荣华介绍，
6 月 16 日，到北京的第二天，
她 陪 儿 子 去 了 清 华 大 学 校
园。王荣华说，儿子希望将来
可以实现当医生的梦想，他想
报考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
院(清华大学医学部)。“我问过
他 ，目 标 那 么 大 ，你 考 得 起
不？儿子说，先树立目标，等
回到学校去和他的老师同学
一起，去实现他人生的价值。”

目前，杨汶宪家人通过
“轻松筹”救助平台求助，筹集
资金 10 万余元。中江县多个
部门已介入，德阳市关工委也
发出了《单亲妈妈负债救子》
的公益筹款，希望杨汶宪挺过
难关。 据新华网

中江少年乐观面对骨瘤
写“致癌细胞的一封信”

病房自习
除了病历，还有课本

宣战病魔
希望做那亿万分之一

他想学医
每天看《本草纲目》

致我体内的癌细胞的一封信

杨汶宪在病床上学习。

坚持早睡早起的你已经打算躺下见周公，喜
欢晚睡的舍友却一脸亢奋“起来嗨”。学生时代的
你，多半遇到过生活习惯不一致的舍友。如果同
一宿舍的几个小伙伴都是“夜猫子”或者都爱早
起，那该有多好。这样美好的愿望对于南大2017
级的部分本科生而言已经成为了现实。

新举措：新生按“相似度”分宿舍

南大工科试验班的大一新生
小霞告诉记者，大学宿舍和自己
入学前畅想的完全不一样。“来报
到之前，我悄悄找学姐打听过，说
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宿舍，宿管阿
姨站宿舍门口喊一声‘×同学’，
宿舍里四个人能同时抬头答应

‘唉’。”
谁知道，小霞宿舍里的四个

姑娘不仅姓名“不连号”，连来自
的省份都不一样。“我们宿舍四个
姑娘都来自不同的省市，我是江
苏人，就是南京的，宿舍里其他三
个同学分别来自浙江、北京和山
东。”生源地不一样，姓名也不相
同，这四个女孩子为啥能排到一
起，安排在同一间宿舍呢？

想了老半天，小霞和舍友们

在晚上睡觉前找到了答案，“晚上
睡觉前，我们发现了大家的共同
点：睡的时间都不早，作息都有点

‘夜猫子’。”小霞宿舍里的四个姑
娘，每天晚上差不多都在 11：30
入睡，早晨起床的时间也差不太
多，“六点半起床，到了大学里同
样要用功，哪能睡懒觉。”

很快，小霞便和舍友们“打成
一片”，“我们同样也喜欢干净，甚
至生活都有点洁癖，喜欢用自己
的东西，洗澡和洗衣服都勤快得
不行。”开学前小霞对宿舍的顾虑
烟消云散，“我还担心过呢，我习
惯晚睡，万一摊上一个睡得早的
舍友，大家会不会起争执。现在
看来，嘿，学校这么给我们安排还
不错。”

高科技：大数据分析新生个人信息

不止是小霞这一间宿舍，南
大 2017 级新生的学号顺序和宿
舍安排，差不多都是按照学生们
的生活习惯、卫生特点、学习特点
等“个人元素”来“合并同类项”
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相似的
同学更容易“连号”，被排在一起。

能够“合并同类项”的前提，
是基于学校对新生的个人习惯

“摸底”。记者在南大学工处看
到了这样一张调查表，上面分为

“夜晚休息时间”“早晨起床时
间”“平均换洗衣频率”“您对宿
舍共同消费的态度”等多个选
项。新生需要按照自己的个人

情况填写。同时学工处还在调
查问卷的最后保证，不会透露新
生的个人信息。

今年是南大在新生中首度试
点使用住宿匹配系统，调查了部
分新生的习惯。没有接受调查的
新生，依然遵循随机分配的原
则。“我们通过该系统的调查，搜
集了 800+新生的作息时间、卫生
习惯、学习特点、社交偏好，以及
其他一些私人问题，来帮助评估
新生的相似度。”学工处郭老师介
绍，收集完学生的个人信息后，通
过大数据整理的模式对学生的信
息做分析。

学工处：给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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