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同学们：
当今的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 手

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不仅在日
常生活中被使用，也被带到了校园。 但是，
它在带给我们通信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
的成长带来许多隐患。

校园不仅是我们学习知识的地方 ，也
是我们学会人生道理， 学会约束的地方 。
很多同学习惯通过手机上网了解外界，或
者是通过手机来聊天，发短信。 但是作为
学生的我们，其实手机带给我们的实际便
利是非常少的，同学们和父母联系可以用
校讯通，或者可以通过老师。

手机更新换代速度快 ，现在同学们的
手机及话费都是父母来承担的。 以后将独
自踏上社会 ，独自拼搏 ，也许那时你才会
明白父母赚钱的艰辛。

同样，手机本身有一种辐射 。 同学们
还都是未成年人 ，大脑还在发育 ，手机辐
射会引起同学们神经衰弱、 记忆力丧失 、
食欲下降、头晕目眩、失眠多梦等症状，并
伤害身体健康。

在此， 学校向全体同学发出倡议 ：拒
绝手机入校园 ，争做文明学生 ，共同创造

文明和谐的校园 ，希望得到你们
的支持！

兴海路小学
2014年 11 月 21 日

我省大桶水细菌检测未超标
本报讯（记者 李艳芳）日前，全

国多个省份的大桶水因发现菌落总数
超标而被要求下架。桶装水因为方便、
干净，成为不少家庭和单位的首选，青
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全省 14

家大桶水生产企业检查后， 未发现菌
落总数超标。

我省开展大桶水生产企业的专项
监督检查， 对全省 14 家大桶水生产企
业的 14 批次产品进行了监督抽验，有

两家企业的大桶水质量抽验不合格，不
合格原因是过滤装置未及时更换，抽验
合格率 85%。 此次检查中，没有发现菌
落总数超标的情况，对产品抽验不合格
的生产企业，按照相关法规给予处理。

中小学幼儿园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

本报讯（记者 陈俊）进入冬季，
我省气候多变，雨雪、冰冻、大风等自
然灾害多发， 为全面排查并消除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隐患， 确保师生生命和
财产安全，11 月 25 日， 省教育厅发布
冬季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紧急通知，严
格要求全省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要防
火、防滑冰溺水、防煤气中毒等事故。

冬季天气干燥，是火灾高发季节，
省教育厅要求全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

要组织开展中小学、 幼儿园消防安全
专项检查。 发现隐患要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整治，确保校园消防安全。

省教育厅要求各中小学及幼儿园
确保冬季采暖设备运转正常， 要对当
前仍采用燃煤取暖的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的教室和宿舍做全面排查， 预防学
生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幼儿
园要积极主动地提请当地政府加强

对重点水域安全管理， 及时消除隐
患。 各校要组织开展学校幼儿园食堂
食品安全日常自查和定期检查，防止
滑冰溺水事故和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的发生。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幼儿
园要逐校逐园逐生对上下学乘车情况
做全面检查了解， 积极配合当地公安
和交通部门开展学生乘坐车辆安全隐
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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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上学带手机，你怎么看？
调查：小学中高年级学

生带手机较普遍
11月 21 日 14 时，西宁市北大街小

学门口，一名穿校服的男生，拿着手机
从文化街走向校门，当看到有老师站在
校门口时，这名男生迅速将手机藏进口
袋。 16 时 50 分，在 86 路公交车上，几
名从北大街小学站上车的学生一上车，
立马拿出手机， 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
玩起了游戏，玩到激动处孩子们还会尖
叫。

这所学校负责人坦言，学生带手机
入校现象有但不是很多，大多是五六年
级的孩子。

11月 20 日， 西宁市黄河路小学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六年级有三分之
二的学生带手机入校，五年级带手机入
校人数占三分之一。低年级学生基本上
不带手机入校。 这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前几天，一名学生在上计算机课时偷偷
玩手机被老师发现，他说班里还有同学
带手机上学。 这位老师调查后发现，学
生带手机上学的现象比较普遍，于是专
门开家长会与家长沟通禁止学生带手
机入校。

这名负责人介绍，孩子们在手机上
玩 QQ、微信、游戏，而且建群，名义上
是学习交流群， 其实就是相互抄作业，
有的孩子把写好的作业拍成照片，上传
后供其他孩子抄袭。“学校为了方便老
师办公，在办公室装了 wifi，没想到孩
子们比老师还会用，他们下载了 wifi 万
能钥匙，于是学校几次更换密码，结果
早上刚改过来， 下午就又被学生破解
了。 ”这位负责人很无奈地说。

11月 19 日， 西宁市水井巷小学校
园内，课间休息时几个孩子迅速跑进厕
所，之后几个人看没有老师后，立马掏
出手机，几人凑在一起翻看起来，可能
太入神， 结果被上厕所的校长看见，这
些孩子吓得马上跑掉。

11 月 24 日下午， 学校专门就学生
带手机入校做了调查：一年级至四年级
没有学生带手机；五年级有 5 个，理由
是中午不回家，方便与家长联系；六年
级有 34 个，理由是方便与家长联系、拍
照、听音乐和玩游戏，还有两人说没有
理由。

观点：支持少于反对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是学校管

理者、班主任，还是普通老师，80%反对

学生拿手机入校，支持者寡。
反对方：弊大于利
兴海路小学老师许蕾娜说，上周她

的侄子过生日，孩子的爷爷居然买了一
部 4600 元的手机送给孙子， 这种现象
值得深思。 作为一名老师，许蕾娜认为
孩子在校不应该拿手机，看到学生上课
拿手机也非常反感。 其一，对于现在的
小学生来说，根本没有上学拿手机的必
要，因为学校装有校讯通，如果孩子需
要和家长联系， 只要有校讯通就可以
了；其二，作为一名老师，在学校看到更
多的是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时不时拿
出手机玩游戏或做其他事情，严重影响
课堂学习， 有些孩子虚荣心特别强，见
别人拿手机，自己也想拿，部分孩子家
庭条件不是很好，这样会给家庭经济也
造成了一定的负担，有的孩子不把心思
完全放在学习上， 甚至有攀比心理，你
拿 1000 块的手机， 我要比你拿更贵的
手机。 而且长时间不受限制地玩手机，
即使是查资料， 也会严重损害眼睛，让
孩子的视力严重下降。

兴海路小学老师年芮仪认为，手机
上网的便捷性能让学生随时随地 QQ
聊天、在线玩游戏、阅读不良信息。 如
此一来，学生们哪还有精力和时间顾及
课本知识。个别学生还会因为受不健康
内容的影响，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学业
成绩直线下降。手机的各项功能已远远
超过了学生的使用范围，把它交给辨别

是非能力差、自控能力弱、好奇心强、正
处在学习知识关键时期的小学生，会耽
误他们的学习，断送他们的前程。

支持方：宜疏不宜堵
兴海路小学老师赵冰说，学生带手

机入校， 从安全角度出发有必要。 首
先，学生在回家路上可以及时和家长联
系，保证安全，家长也能随时掌握孩子
方位。 其次，手机是人与人交往以及了
解信息不可或缺的媒介，如手机上经常
会收到一些公众信息，提示学生安全出
行、天气预报等有益信息。 另外，有些
学生求知欲强，他们能够借助手机电子
词典等功能在线查询辅助学习。 总之，
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利大于弊，正如现在
交通拥堵， 只有科学疏导才能畅通，所
以，关于学生使用手机这一问题，赵冰
认为关键还在于，校方和家长要给予学
生一定的信任、沟通和教导，要引导学
生正确使用手机，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自
控能力，而不能单纯地靠批评、没收、惩
罚等方式简单禁止。

兴海路小学老师薛梅认为，任何事
都有利有弊，仅仅因为一些原因而强硬
地不允许学生使用手机，这种做法无异
于因噎废食。现在有许多手机游戏是有
利于开发大脑的益智游戏，还有许多游
戏是可以帮助孩子学习的。 此外，手机
强大的拍照功能，可以帮孩子在学校记
录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及比较重要的
学习资料、知识点。

本报记者 陈俊

新华社西宁 11 月 25 日电 （记者 庞书纬）
记者 25 日从青海大学了解到， 在科技部国际合作
司近日批准的 2014 年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中，
该校被列为“高原医学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这标
志着青海将与海外合作研究人类高原低氧适应规
律。

据了解， 该基地是在青海省与美国犹他州友
好省州框架协议下， 依托“青海 - 犹他科技创新
联盟机制” 成立， 旨在促进高原医学等学科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 促进人类低氧适应规律方面的相
关研究。

青海省超过三分之二的面积海拔在 3000 米以
上， 高原医学研究具有独特优势。 2004 年， 国际
高原医学大会在青海举办， 并将首个国际慢性高
原病诊断标准命名为 “青海标准”。 2006 年， 世
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医学研究基地在青海境内的可
可西里建成。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是指由科技部及其
职能机构认定， 在承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任务中
取得显著成绩、 具有进一步发展潜力和引导示范
作用的科研院所、 高等学校、 科技园区等机构。

“拒绝手机入校园”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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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与海外合作
研究人类高原低氧适应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