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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杭州一位家长爆料：他
孩子在城西一所小学就读，学校在
大门 （面向西行路） 南面的机动车
道上画了一条横穿西行路的黄线，
黄线内禁止学生家长停车，违反规
定将扣除班级集体分，并影响学生
三好学生等考核评定。（《钱江晚
报》12月6日）

毋庸置疑，学校的初衷是善意
的。但在教育过程当中，正是因为
太多单方面的善意举动，反而让教
育变得异常尴尬。此番，学校将家
长的不文明行为与班级评先进和学
生评三好捆绑在一起，仅从家长不
淡定及孩子急哭了的反映就能窥
见，这又是一项出自善意却违背教
育常识的措施。

单从效果而论，校方让学生为
家长的不文明行为“背锅”也许有
效。但对小学生而言，其正处在价
值观的形成期，无论是集体荣誉感
还是个人荣誉感，小学生们都会看
得很重，也会积极去争取。但问题
在于，以往的激励教育是以学生个

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学生能否评
优、评先进，与其自身的努力相挂
钩。如今，家长行为也牵涉其中，
这种复杂的是非逻辑问题对小学生
而言太过艰难，有违儿童的认知和
成长规律。可以想象，当家长几经
艰难将车停放到校门口，兴冲冲地
等着孩子上车回家，不想孩子却哭
哭啼啼跑来表示，因为家长乱停车
要被扣班分。这般情境，任谁都不
好受。

城市学校门口上下学的交通拥
堵问题，无论在哪座城市都会出
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小学生上
下学需要有人接送，校门口便会聚
集众多车辆。家长违规停放，难免

给学生安全、学校管理和正常交通
秩序造成一定影响。但这并非全都
归结于家长个人素质不高，因为即
便城市学校门口路面再宽、车位再
多，也抵不住家长接送孩子时的急
切心情。更何况，很多城市学校门
口道路窄、车位少，家长违规停
车，与个人素质有关，但也是一种
迫不得已。不认真考虑造成校门口
交通拥堵状况的原因，不管三七二
十一，先拿学生开刀，这种“散打式”
的管理措施，明显在避重就轻，也无
助问题的根本解决。

用家长的不文明来惩罚孩子，
其 实 是 一 种 变 相 的 连 坐 式 教 育 。
校 方 不 去 直 面 问 题 、 解 决 问 题 ，

而以班分和荣誉作为要挟，让孩
子来监管大人的行为，这无疑是把
学校应承担的责任推给孩子。其
实，对于校门口的交通拥堵问题，
学校能做的有很多。例如，发放一
封致家长的公开信，号召家长遵守
交规文明停车或徒步来校接送孩
子；又或者联系交管部门，请求在
上下学时段增加人手指挥校门口交
通。除此以外，学校还可以从完善
自身管理措施的角度着手，思考如
何解决这类现实问题。凡此种种，
都有利于校门口交通拥堵问题的解
决，而这显然要比让学生和班级代
为受罚强太多。

（作者系四川省绵阳二中教师）

学生代家长受罚有点离谱
王瑶

创业从来就是一种“向
死而生的挣扎”，因为被不
安分的灵魂驱使，创业者才
走上了这条充满不确定性
的人生道路。既然自主选
择了创业，那就得无怨无
悔，哪有随便矫情的权利？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创
业，大学生积极响应，毕业之后运
用所学自主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成功案例不断涌现的同时，更多
的苦恼乃至抱怨也不断见诸报端。
日前，就有媒体以 《政策不少却摸
不着，大学生创业遇难题》 为题，
讲述了大学生创业中遇到的诸如

“ 创 业 要 素 资 源 缺 乏 、 双 创 政 策
‘看得到，摸不着’，长效、系统的
创业指导缺少”等困难，既令人同
情，也让人困惑。

比如，初创企业找不到合适的
职工，确实会让创业者有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之感，但普通就业者寻求

职业稳定性，不愿意与初创企业共
患难，更不愿意屈就不够体面的工
资待遇，难道不是合理的选择？要
不，怎么理解他们自己不去创业？

再比如，创业者得不到创业导
师的指导，遇到困难只能自己死
扛，磨难确实又多了一层。但创业
本 身 在 中 国 远 谈 不 上 “ 蔚 然 成
风”，一些挂着“导师”招牌的指
导者，本身可能没有创业经验，否
则早就把自己的企业上市去了，何
必靠“创业指导”赚几个辛苦钱？
既然如此，那又有什么本领给人指
导？南郭先生再多，指导再及时，
除了纸上谈兵，又能给创业大学生
什么“锦囊妙计”？

说实话，今天的创业者从开发
高科技到卖煎饼果子，有多少是仰
仗政策起步的？如果从创业指导、
办公用房、贷款优惠到员工招聘，
每个环节都有政策保驾护航，还叫
创业吗？今天在大学生创业问题上
造成最大思想混乱的，就是一些不

负责任的创业难报道，其实际效果
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自量力
地投身创业，又不切实际地等待政
府和社会给予照顾，最后不但害了
他们，还可能坑了他们的家庭。

创业从来就是一种“向死而生
的挣扎”，因为被不安分的灵魂驱
使，创业者才走上了这条充满不确
定性的人生道路。既然选择了创
业，那就得脚踩荆棘，无怨无悔，
哪有随便矫情的权利？固然，国家
提倡个人创业，也善意地为创业者

提供了各种便利，但创业者不能因
此觉得国家欠了自己什么，因为最
后成功时兑现的利益，除了正常税
收之外，国家并不会多拿走多少。
这有点像竞技场上的运动员，辛苦
训练，夺得了冠军，功成名就归自
己；失败了，就嚷嚷要国家提供一
辈子的保障，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
对等，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一些媒体上随时可见的“创业
矫情”，很大程度上来自舆论对创
业的道德拔高，似乎任何事情只要
一个“国家倡导”，个人去做就是
了不起的“道德英雄”，享受各种
优惠也是理所当然。尽管在经济下
行、就业不易、产能过剩严重、新
兴行业有待成形之际，个人创业确
实具有宏观价值，但也不能就此依
赖政府解决创业路上的全部问题。
想想同样创业，进城务工农民很少
得到政策优惠，照样含辛茹苦。这
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抱怨，而是再大
的抱怨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

生活状态。
其实，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是

否合适，在学校内部和社会上一直
都有不同意见，质疑声始终高过赞
同声。因为从小沉溺于题海之中，
思维开放性不足，社会交往能力欠
缺，没有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习
惯，轻易投身创业，失败的可能远
远大于成功，不如好好工作几年，
积累了经验和人脉之后再去创业。
加上有了自己的资金准备，还可以
避免过多向父母求助，不会因为自
己失败而连累父母年老失养。

当然，大学生创业也不乏成功
案例，但真要全面调查一下，一定
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人动用了家庭储
备，包括资金、人脉甚至经济实体
本身。或许正因为自力更生了，对
政策优惠不敏感，所以不会随便抱
怨，更不会矫情。一句话，创业的
功课需要自己完成，不能过多依赖
他人，包括政策。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创业究竟是谁的“功课”？
顾骏

/ 快评/

/ 漫话 /

据澎湃新闻报道，有网友日前发帖
称，云南某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出现大
面积裂纹，修补后墙体留满形似“绷
带”痕迹。针对这一说法，该校工作人
员回应称，宿舍楼是钢架结构，容易裂
缝，属正常现象，仅影响宿舍楼外部墙
皮的美观，对功能和安全无影响，宿舍
楼内部检查未发现裂缝。

补丁墙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从
严治党，打响了全面从严治党的
新战役，对治国理政大局具有重
要意义。“治国必先治党，治党
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
认识和宝贵经验。六中全会之前
热播的电视专题片 《永远在路
上》， 结 合 具 体 案 例 和 现 身 说
法，生动展示了十八大以来全面
从严治党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
也佐证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
性、必要性。

全会审议通过 《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和
修订后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彰显了制度治党和依规治
党新理念。通过学习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我深刻认识到，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严”，关
键在“治”；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基础在“学”，重
点在“做”，要努力做到学思结
合、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教育
部机关服务中心承担着部机关公
务活动和干部职工生活的后勤服
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结合机关服务中心党员人数
较多且工作点多、面广、事杂等
特点，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
六中全会精神，要努力做到“三
个结合”,切实将从严治党要求贯
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一是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相结合。要
把学习全会精神作为今后一段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干部

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开展好分层次学习，党委抓
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
组织普通党员开展学习。要通过
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等多种形
式，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围绕全会
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
求，原原本本读原文、悟原理，
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做到读懂、
读深、读透，真正入耳、入脑、
入心。开展好“两学一做”第四
阶段学习研讨，开好民主生活会
和组织生活会，结合年底考核述
职述廉述党建，开展好民主评议
党员活动。

二是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
落实巡视整改工作相结合。中心
将把贯彻全会精神与配合做好巡

视工作相结合,针对巡视工作中发现
的问题，本着对党负责、对单位负
责、对职工负责的态度，认真抓好
整改。建立整改台账，制定时间表
和路线图，责任明确到人，规定完
成时限，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
音。通过落实巡视整改，以坚定理想
信念、强化党员意识为着力点，以严
明政治纪律、恪守党章党规为基本遵
循，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制度建设、
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三是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全
面提升机关后勤管理服务水平相结

合。今年是机关服务中心实施“提
升服务质量行动计划”收官之年，
在前两年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
继续强化服务意识、转变服务理
念、提高服务技能，把实施行动计
划的成果体现在机关后勤日常工作
中，让机关干部职工看得见、摸得
着、感受得到。要进一步强化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牢固
树立为机关分忧解难、为职工倾情
奉献的理念，坚持保运转、保安
全、提质量的宗旨，努力为机关干
部职工做实事、办好事，推动机关
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做好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教育部机关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葛振江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
主办：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 中国教育报刊社

今年“双11”前后，网友把江西农村9岁男
童范小勤的视频传到网上。因为长了一张“马
云脸”，范小勤被称为“小马云”，又因为极度
贫困的家庭条件，范小勤受到了各界关注。网络
上甚至有传言，马云表示将资助“小马云”上学
的费用。

近一个月来，前来慰问、资助范小勤一家的
人络绎不绝。据村民统计，最多的一天甚至有四
五十人，来往车辆甚至把村口的路都碾坏了。其
中不乏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公益人士、网络主
播。只是，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多少人是出于
帮助他们一家度过难关、改变命运的本心呢？

事实上，这种行为忽视了范小勤作为未成年
人的感受和应该受到特殊保护的权益，让范小勤
处于一个被利用、被消费的位置，不仅打扰了其
生活，也可能侵犯了其肖像权、人格尊严。

相关心理学、教育学人士的担忧更是不无道
理。儿童的成长与所在的环境、家庭、经历的事
件息息相关。范小勤自小生活在物质匮乏的贫困
中，而今摇身一变成了网络红人，引来各路人士
慰问、资助，人们争相与他合影，也得到了各种
各样的零食、玩具、衣物。不管是真心资助还是
圈粉营销，热闹终将退去，而范小勤一家的生活
终将恢复平静。

从巨大的惊喜到莫名的失落，从被众人围观
到饱受冷落，范小勤的成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这种起伏或将对他的成长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
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甚至可能让他产生不劳而
获的心理。

由“小马云”事件，让人联想到前段时间发
生在四川凉山的“公益直播”闹剧。一些网络主
播来到四川凉山，给当地贫困农民、儿童捐款捐
物。直播完之后，主播们又将财物收回。网络主
播以此吸引粉丝，获得粉丝的礼物、打赏，赚得
盆满钵满，而直播画面中的农民、儿童其实什么
都没有得到。这种以公益之名的敛财行径，对未
成年人构成了欺骗和伤害，同样有可能对孩子的
价值观形成造成恶劣的影响。

范小勤因为长得像名人，而获得了社会的极
大关注，也足见社会的公益热情。但在范小勤之
外，需要关注、帮助的儿童还有很多。他们没有
马云或者马化腾的长相，没有范小勤的幸运，这
是更为沉重的现实。而范小勤的幸运之中亦隐藏
着被利用、被消费、被过火的“公益热情”伤害
的不幸。公益行动显然应该少一些功利心，更加
纯粹和干净。而从“小马云”事件中，我们还应
该得到这样的启示，那就是公益行动应以不伤害
未成年人为前提。

（作者系本报记者）

公益热情
能否纯粹一些

杨三喜

近日，有网友微博爆料，山东菏泽一中学男
老师在课堂上训话时不断口出脏话，发表了诸如

“谁敢惹我，我打断他腿、弄死他，武老师就是
有这个气势”“同学之间没什么可比的，只要奋
斗，谁都不能把你怎样”等言论，引发网友热
议。有网友认为该教师言语粗秽、素质低下；也
有网友认为该教师话糙理不糙。当地教育局回
应，已对该教师作出解聘处理。

教师公然在课堂上飙脏话，无疑有违师德，
被解聘也是应该。然而，从网友留言来看，认为
解聘处罚过重的竟然占了上风，大有要为其“翻
案”之势。为何出现如此现象？或许因感同身受
——现实生活中谁没讲过粗话，“老师也是人，
也有犯错的时候”，何必如此上纲上线？或许因
同事对该教师的评价——“这位老师平时特别
好，很负责任，课也上得好”。或许认为该老师
说到自己心坎上了——“话虽粗，但确实有道理
啊，现实社会中不就是这样么？”由此，理解、
支持、同情等情绪似乎也不难理解了。

不过，笔者虽然也是教师，看新闻之初也产
生过同情之心，但更多的还是陷入深刻反思之
中。确实，教师也是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也时
时希望得到家长、学生、社会的认可、理解和尊
重，但这一切需要我们用真诚和努力去争取。相
信每位教师都明白师德师风到底包含了哪些内
容，该怎么做。可现实却是，总有教师管不住自
己的嘴，因此飙脏话的教师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并无什么不当之处。

虽然为飙脏话的教师鸣冤叫屈，在一定程
度上能体现社会的宽容美德，但更多的恐怕是
一种“留后路”的私心在作怪——假如哪天我
也犯了类似的错，也希望能得到众人的同情、
原谅。所以，真的无须为飙脏话的教师抱不
平，尽管他是酒后糊涂，尽管他平时也不错，但
接受惩处才更有利于他今后的人生路，也才会惊
醒更多的梦中人。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无须为飙脏话
教师抱不平

袁光华

—— / 一家之言 / ——

用家长的不文明来惩
罚孩子，其实是一种变相
的连坐式教育。其实，对
于校门口的交通拥堵问
题，学校能做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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