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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本应成野老古董冶的
卡式磁带尧复读机袁靠着与英语等
教材的野捆绑冶得以野续命冶袁每年
还在大量生产尧分发袁又被大量闲
置尧废弃遥 近日袁多位受访专家和
学生家长认为袁卡式磁带尧复读机
因使用不便尧效果不佳易被闲置袁
客观上浪费了资源袁 也增加了经
济负担袁还对环境构成潜在威胁袁
不利于通过教育树立野资源节约尧
环境友好冶的生态文明正向引导遥

根据教育部门介绍袁 听力教
材使用磁带袁 是为了确保最贫困
地区的孩子也能负担得起遥 虽然
这种媒介形式在发达城市的确有
些野落伍冶袁但对偏远地区的学校尧
学生来说袁没有网络尧电脑的情形
依然存在袁 他们购买卡式磁带录
放机的费用相对较低袁 通过磁带
进行学习也最便利遥应该说袁这个
说法有其合理之处袁 但没有足够
的说服力袁 因为这个需求是小众
的袁不足以强烈到每个人都要野强
制标配冶 的程度袁 至少就结果来

看袁它也是不够明智的遥简单算一
笔账袁2017年全国共有在校初中
生 4300多万人尧 高中生 2700多
万人袁 还有数量更多的小学生和
学前教育儿童袁如果其中 1000万
人使用卡式磁带和复读机袁 相关
教育开支将达数亿元遥这意味着袁
如果把自由选择权交给学生和家
长袁同时提供磁带光盘尧影音文件
下载尧 新型电教工具等不同媒介
形式袁 就可节省下一大笔不必要
的成本袁 这些钱用来帮助贫困生
改善条件袁不是更好吗钥

从政策层面上来看袁 多地教
育部门是支持野自愿购买冶的袁但
落实到行动上袁往往变成了野统买
统发冶遥早在 2007年 4月袁陕西省
教育厅便率先规定小学尧初中尧高
中叶信息技术曳文本教材均不得给
学生搭售光盘曰小学尧初中英语教
材所配录音磁带由学生自愿购
买遥 但直到 2016年袁才由上海首
次完成了教材和磁带的分离遥 这
种对市场需求的迟钝感袁 跟教材

供给市场有关遥 由于教学考试对
教材有一定要求袁教学用书内容尧
配套资料均由国家相关部门审
定遥 这是由我国基础教育的相关
特点决定的袁 但并不构成出版社
坐收渔利的理由袁一些出版社以
野指定冶为依据袁罔顾学校和学生
的现实需要袁不思进取袁拒绝更
新袁即便赚得盆满钵满袁也恐怕
难如人意遥 因此袁需要推动顶层
设计袁 鼓励出版社加强竞争袁各
省份依据大纲自主选择教材袁并
强制出版社提供多元化媒介袁努
力给学校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
选择遥

教材和磁带野松绑冶袁还可以
释放出环保优势遥有人计算袁现在
每年产生的磁带外壳折算成等重
塑料袋能覆盖 200多个标准足球
场袁 沾满磁粉的塑料带能缠绕地
球 40多圈遥如果能把这部分资源
节省下来袁不仅可以为野降塑冶野限
塑冶尽一份力袁更可以弘扬环保意
识袁促进环保事业发展遥 扶青

据报道袁近期袁浙江省教育厅出
台了一个令众人叫好的文件 叶关于
规范校园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曳袁对
网络投票过程中的拉票行为袁 进行
了规范和管理袁坚决杜绝刷票尧拉票
行为遥

从通知中看出袁 浙江省教育厅
阻止学校网络拉票的理由袁 主要是
两条遥首先是不真实遥参与学校网络
拉票者袁不外乎以下几类人遥 一是自
家人袁父亲母亲尧爷爷奶奶尧外公外
婆曰一是自家人的亲戚尧朋友袁比如
老同学尧老战友尧老同事尧老乡尧微信
群友等袁甚至扩大到朋友的朋友遥

这些投票者中的大多数袁 对投
票的对象并不了解袁 有些甚至连面
都没见过袁 只是因为情面袁 按要求
野执行冶袁叫投几号袁就投几号袁叫投
几次袁就投几次遥 这样的投票方式袁
要达到真实袁几乎没有可能遥

投票缺乏真实性袁 就会带来第
二个问题袁不公正遥 如果评优以网络
得票多少为唯一标准袁那么袁得票高
低的原因袁 并不是学生在校的表现
优秀与否袁 而是父母的动员能力强
弱遥 父母人脉关系广袁动员能力强袁
孩子获得的票就多袁反之袁尽管孩子
很优秀袁但却很可能名落孙山遥

如果父母拉票时还采用了经济
手段袁那么野票选冶的结果袁还与父母
的经济实力有关遥 父母有钱的袁可以
通过或明或暗的近似贿选手段袁拉到
更多的票曰父母经济拮据的袁或者虽不缺钱袁但不
屑于采取这种不光彩行为的袁孩子只能望票兴叹遥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袁影响
到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遥 如果他们从小生长在
投机取巧尧弄虚作假的环境里袁很有可能形成这样
一种理念院不必老老实实学习尧做事袁只要会钻空
子尧会找门路袁就可以轻松野成功冶曰甚至也不必自
己亲力亲为袁只要父母野聪明冶或者富有袁想要的荣
誉尧财富袁都能唾手可得遥

反过来袁那些从小被不公正对待的孩子袁在这
种不良环境熏陶下袁有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遥一是
野吃一堑长一智冶袁 从不断的挫折中渐渐变得 野聪
明冶起来曰二是对社会失去信心袁继而产生仇恨心
理遥 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遥

学校的网络刷票盛行袁 是社会歪风影响和渗
透的结果遥 规范运用网络功能投票袁既节省时间袁
提高效率袁 还有更加准确和公平的良好效果遥 可
是袁有些心术不正者看到了其中的商机袁恶意刷票
日渐流行遥 地方荣誉的评选袁经济尧文化项目的竞
选袁商品的宣传推广袁喜欢走捷径者都会运用网络
拉票尧刷票袁导致野劣币驱逐良币冶屡屡上演遥张登贵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
石遥近年来袁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在
工作机制尧制度规范尧教育引导尧
监督惩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袁但不可否认袁违背科研诚信要
求的行为也时有发生遥从抄袭尧剽
窃他人科研成果袁到伪造尧篡改研
究数据尧研究结论曰从购买尧代写尧
代投论文袁 到虚假标注获得科技
计划渊专项尧基金等冤等资助袁再到
弄虚作假袁骗取科技计划渊专项尧
基金等冤 项目尧 科研经费以及奖
励尧 荣誉噎噎都不难在现实中找
到案例遥

在有些人看来袁 我们正在全
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袁 力争实现
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
行尧领跑的战略性转变袁科研人员
迎来了施展才华的空前良机袁顶
层设计对科研人员是不是应该宽
松一些钥 科学家犯了错尧失了信袁
乃至续保科研经费袁 是不是应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钥 答案当然是
否定的遥

野中国要强盛尧要复兴袁就一
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袁 努力成
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
地遥冶无论发展科技还是建设创新
高地袁 都离不了一大批科研人员
把握大势尧抢占先机袁直面问题尧
迎难而上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袁兢
兢业业报效国家遥越是如此袁越需
要科研人员讲究诚信袁 严格自我
要求遥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袁来
不得半点虚假袁一旦失信袁不仅可
能毁了事业袁 也会给国家造成无
法挽回的损失遥

正因如此袁 中办尧 国办发布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的若干意见曳袁一方面可以促进科
研人员严于自律袁 在法治轨道内
更加专注于科研曰 另一方面有利
于营造诚实守信尧追求真理尧崇尚
创新尧鼓励探索尧勇攀高峰的良好
氛围袁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
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遥 如果制度
安排失之于宽尧失之于松尧失之于
软袁 或者故意对失信的科研人员
网开一面袁 恰是对科研人员不负
责任袁 也是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
任遥

日前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
院士大会上强调院野不能让繁文缛
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袁 不能
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
精力耽误了浴冶对科研人员要求严
格袁不等于无理苛责刁难袁如果制
度设计不合理袁 让科研人员把精
力空耗在无价值的程序中袁 同样
不可取遥在一些机构袁由于过于把
论文尧专利尧荣誉性头衔尧承担项
目尧获奖等情况作为限制性条件袁

存在简单量化尧 重数量轻质量尧
野一刀切冶等倾向袁导致科研人员
不得不造假遥故此袁尊重科学研究
规律袁合理设定评价周期袁建立重
大科学研究长周期考核机制袁尤
其重要遥同时袁让制度保持一定的
弹性袁既不预设漏洞袁也不叠床架
屋袁方是正途遥

除了自律袁更须他律袁行之
有效的制度更值得期待遥 建立健
全职责明确尧高效协同的科研诚
信管理体系袁从事科研活动及参
与科技管理服务的各类机构要
切实履行科研诚信建设的主体
责任袁加强科技计划全过程的科
研诚信管理袁以及强化科研诚信
审核等遥 这是遏制科研失信的重
要途径遥 李峰

谁来为教材与磁带“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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