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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限入校园 这事有多难？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
● 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
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
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将手机由学校统
一保管，
禁止带入课堂。
● 学校要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管
理，
制定具体办法，
明确统一保管的场所、
方
式、责任人，
提供必要保管装置。应通过设
立校内公共电话、班主任沟通热线等途径，
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不得使用手机

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 学校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
导，让学生科学理性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
避免简单粗暴管理行为。各校要做好家校
沟通，家长应切实履行教育职责，形成家校
协同育人合力。
●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工作指
导，及时解决学校手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督导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督，确保有关要

求全面落实到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这不是国家有关部门第一次限制手机
进校园。之所以多次提出这样的“限制”，主
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保证学生的学习，二
是保护学生的视力。
现如今，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已经成
为不争的事实。那么对于这样的“限制令”，
学生、家长怎么看？学校在执行中又是否会
遇到难题？

记者走访

小学：学生不带手机入校 大部分家长支持
2 月 22 日，全市中小学生迎来新学期
开学第一天，我们走访了多所学校，
发现小
学生基本能做到不带手机入校，大部分家
长对此也表示支持。
“一会儿进了班，喝点热水，遇到事情
一定跟老师说……”早上 7 点刚过，记者在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门口看到，不少家长送
完孩子后，还不忘对着孩子的背影高声嘱
咐几句。人群中，二年级学生家长刘女士
一边把女儿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一边
告诉孩子，有事一定第一时间找老师。
“都
是二年级小学生了，但我这心里还是不放
心，现在孩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真
有什么事肯定得先找老师。有时候觉得孩
子一旦上了学，就离我们家长很‘远’了。”
不过提到手机的问题，她马上说道：
“作为
家长，我们一百个支持这样的‘限制’。孩

子太小，没有自控力，真要允许带着手机上
学，还不乱套了吗？”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之前我市各小学就
一直倡导学生不带手机入校，大部分家长对
此也很理解，所以执行起来并没有遇到太多
特殊的困难。
“今年寒假，
我们再次向学生和家长发出
了倡议，倡导学生不带手机进入校园。因为
小学生年龄较小，一旦遇到问题都会第一时
间跟老师说，有需要联系家长的，
班主任会立
即联系家长。所以家长们对此并不担心，对
这项工作也很支持，还会帮助督促孩子不要
带手机上学。”平山道小学校长韩洪涛介绍
说。
“如果学生一旦把手机带入校园，学校会
如何处理？”
面对这个问题，韩洪涛表示，目前
学校和老师并不会检查学生的书包、衣服等
个人物品，
“不过如果一旦发现学生在校园里

使用手机，肯定会进行管理。”
手机禁止带入校园，那么学生一旦遇到
突发状况又该如何处理？北辰区安光小学副
校长叶秋立表示，学校要求班主任建立家长
父母电话双联系、双台账和双微信作为保障，
以备学生紧急状况能够及时联系到家长。
“由
于我校属于农村地区，周边村落相对分散，但
我们依然推行了‘认百家门 知百家事’的学
生家长‘地理群’活动，以保证电子设备联系
不上的情况下，老师能够在第一时间上门。”
不过，走访中我们也发现个别家长有着
不同的观点。
“确实有个别家长不认同，他们
认为学校禁带手机侵犯了学生拥有自己物品
自由的权利。家长的态度往往对学生的认识
和学校的工作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
们只能一遍遍地做家长工作，争取他们的理
解。
”
一名小学校长说。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摄影 本报记者 谷岳

记者调查

手机不只用来娱乐
在线学习也是重要功能
正如小宇所说，现如今，
手机不仅成为成年
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
们正生活在手机所带来的智能时代里。那么对
于中小学生来说，他们用手机主要做什么？根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
中国未成
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0）》，受访的 7—18 岁
在校学生，超过八成通过手机上网。排在青少
年使用手机上网主要功能第一名的是听音乐，
其次是游戏，
同时，
在线学习排名第三。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
虽然手机的娱乐功
能依旧强劲，但随着在线学习需求的提升，如今
它已成为重要的学习工具。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截至 2020 年 9
月，超过八成的中小学生至少参加了一门在线
学习课程。互联网学习普及率（即至少参加一
项在线学习课程的比例），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镇
的中小学生之间基本都超过了 80%。手机则
是中小学生在网课学习时使用率最高的电子设
备，其比例超过了 70%。
走访中，经过学生的允许，
我们看到许多学
生的手机上都安装了各种搜题、解题的软件，
“不会做题只要拍照上传就可以找到答案，还有
专业老师的讲解和相关习题的练习，手机让知
识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以前遇到不会做的
题，首先想到的是问老师，现在问手机就可以
了，真的是一秒出答案。”
高三学生小梦说。

谈到对手机弊端的看法，很多家长表示因为
手机，孩子的视力受到了影响；因为手机，孩子沉
迷于网络游戏……但是提到在线学习，很多家长
又表示，如果孩子愿意，
肯定会支持。
“现在学校对手机布置作业控制得比较严格，
说是影响孩子视力。但是说实话，互联网学习真
的很方便，有些课程设计得比学校老师讲得都好，
我们给孩子在网上报了两个在线教育学习班，我
认为效果挺好。”付伟的儿子读小学六年级，这个
父亲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看法是：
只要控制好量，我
们不应该排斥手机，
“毕竟，它在带来许多弊端的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方便。
”
那么部分学生愿意把手机带进校园的原因是
什么呢？绝不可能是因为参加在线教育，
大部分还
是因为手机的娱乐功能。此外，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有的学生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贪玩，将手
机放进书包带进校园，越是教育越是叛逆；
有的学
生由于家庭原因，如单亲家庭或是父母均不在身
边，缺乏安全感，
觉得随时能够与家人联系是一种
自我保护，不让带就不行；还有的属于跟风型，在
他们的小圈子里，打听到谁私自带了手机，觉得自
己也要跟着做，不然自己就吃亏了；
也有的父母为
孩子购买和佩戴了智能手表，孩子通过手表打电
话、上网、语音聊天、听音乐等，
我们往往可以约束
手机，却不好约束智能手表……这些都给学校带
来了管理的阻力。
”
叶秋立说。

专家观点
市教科院教育法治与评估研究所研究员方芳：

中学：学生确实需要手机 学校要统一管理
开学第一天，天津市第二新华中学为
初二学生组织了一场心理团体辅导活
动。当心理老师带领着学生们开心地做
着各种游戏时，站在一旁的班主任及时地
用手机抓拍下学生们的优异表现和一张
张笑脸。
“一会儿下课后，发给家长们。看
看孩子们笑得多开心，也让家长们跟着高
兴高兴。”
在第二新华中学，学校并没有向学生
提出“禁带手机入校”的规定。但是，在每
个班级都设立了手机收纳箱，
“孩子到校进
班后，会把手机统一交到收纳箱中，
放学时
取回带走。”学校党组织书记杜惠荣介绍
说，在她看来，
这样的做法也是根据实际情
况的需要，
“中学的孩子，很多都是自己上
下学，路途上的安全问题是家长们最担心
的，孩子们上下学路上带着手机，
也方便与

家长联系。
”
杜惠荣说。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目前我市很多中学
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允许学生带手机入校，
学校会进行统一管理。也有部分学校，面向
学生和家长提出倡议，手机最好不要带入校
园。在这种情况下，智能电话手表成为不少
家长的新选择。
“下午放学上了地铁，别忘了给妈妈打
个电话。”开学第一天，在一所中学的门口，
记者见到了正在送儿子小金上学的王女
士。嘱咐完儿子，王女士的眼睛红了。正在
读初一的小金从上小学开始一直是由爷爷
接送。今年春节期间，爷爷意外摔伤，需要
卧 床 休 息 3 个 月 ，于 是 小 金 的 接 送 成 了 难
题。
“ 我跟孩子爸爸是双职工，早上可以送，
但是晚上没办法接。想了很多办法后，我们
决定让孩子试试自己回家，学校和家离地铁

站 不 远 ，也 让 孩 子 锻 炼 锻 炼 。”嘴 上 是 这 么
说，但是心里还是放心不下。
“ 以前有爷爷接
送，我们从没给孩子带过手机，这次我们特
意给他买了个电话手表，就是希望跟孩子保
持联系。”王女士说。
说到手机的缺点，家长们都明白，但是为
了孩子的安全，很多家长还是觉得有必要让
孩子带着手机，
“孩子在学校我们一点儿都不
担心，主要就是出了校门后的问题。家里有
人接送还好，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必须得让孩
子带着手机。
”
高一学生家长刘浩说。
此外，采访中，部分高中学生也表示，手
机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课上肯定不能
看手机玩手机，但如果在课余时间，通过手机
了解一下大千世界，多增长点儿见识也是好
事，什么事都有个度，掌握好了就行。”高三男
生小宇说。

避免简单粗暴的管理行为
智能手机在学生中的日益普及给学校管理
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
和在线教育的广泛运用，手机确实在某些方面
能带来一定的便捷。但是，对于广大中小学生
来说，其身心发展不成熟，自控能力有限，非常
容易沉溺于网络和游戏，给其身心带来很大伤
害。由于之前我国对校园手机管理并没有明确
规定，使得现实中各地学校对手机管理的方式
和尺度并不统一。此次教育部明确中小学手机
“有限带入校园，
禁止带入课堂”
管理，
可谓明晰
了中小学校园手机管理的方向，但在学校的实
践操作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对此，市教科
院教育法治与评估研究所研究员方芳建议：
一是避免简单粗暴的管理行为，要多加强
对学生的教育引导。要通过多种宣传和教育形
式让学生认识到滥用手机的危害，提高学生自
主管理意识和能力，使学生能够理性对待和使

用手机。一定避免为了禁止学生带手机而出现
“摔手机”
“砸手机”
“搜身查手机”事件的发生，从
而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
二是学校应细化操作措施，规范手机管理的
具体流程方式。如明确手机统一保管的场所、方
式、责任人等，收上来的手机要妥善保管，避免发
生丢失现象。
三是学校应探索多种解决学生用机需求的方
式。如针对学生的通话需求，
学校可在校内设立公
共电话，班主任应及时帮助学生联系家长等；
针对
学生需要登录互联网查询信息需求，
学校可设立公
共电脑，
多媒体教室增加对学生的开放时间等。
四是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协作。学生正确使用
手机的习惯不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家长的责
任。家长应当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协助学校
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让学生养成正确使用手机
的习惯，配合学校的手机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