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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英雄？今天，我们一
起寻找。”5月21日开始，由人民
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和众多网络媒
体共同发起的“崇尚英雄 精忠
报国”大型网络互动活动，引发
互联网上的传播热潮。

与此同时，全国中小学也正
在同步开展“崇尚英雄 精忠报
国”主题班会。“崇尚英雄”并
不是要让孩子去做“力所不能
及”的事，而是教导他们从小拥
有远大志向、宝贵勇气和拼搏精
神。相信，“怎样的人称得上英
雄”“用什么方式去报国”会成
为孩子们之间热切讨论的话题，
也可能让很多家庭几代人坐在一
起，共同追寻家国记忆、感悟英
雄精神。

亿万网友既被活动主题宣传
片中抗战老兵、烈士英模的画面

所震撼和打动，也积极响应，分
享“我们家的报国故事”。一张
照片、一个军用水壶、一封家书、
一本证书、一枚奖章⋯⋯很多人
突然发现，家中这些看似简单的
老物件，其实是长辈为国为民奋
斗打拼的岁月见证。这些普通网
友所分享的故事，虽是一份份平
凡的“家族记忆”，但汇聚在一起，
就成为一部连接历史与现实的

“英雄史”。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
没有先锋。”曾几何时，以“还
原真相”为名歪曲历史、以“不
合常理”为名抹黑英雄的言论，
在网络上反复出现，引发舆论如
潮的谴责。众多有识之士纷纷指
出，肆意歪曲历史、亵渎英雄英
烈，既影响大众认知、伤害公众

情感，更可能把国家历史和民族
精神引向虚无。

国家的意志，回应着人民的
情感与心声。为了捍卫英烈，英
雄烈士保护法上月底全票表决通
过，并于 5 月 1 日起施行。该法
庄严宣告：“国家和人民永远尊
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
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当此
之时，以全网互动形式倡导“崇尚
英雄”、热议“精忠报国”，也是对
这一法律的生动践行。正如一个
网友留言所说：“我一直以为升
旗时我致敬的只是国旗，后来才
发现我致敬的还有国旗背后的英
雄、先烈、历史、传承和不死的
精神。”

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英雄情
怀更显珍贵。“崇尚英雄 精忠
报国”活动中，有一句话被网友

反复点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军
人、警察、消防官兵⋯⋯他们在
这些高风险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不少人为了国家和人民、和平与
发展壮烈牺牲。人们面对英雄许
下的每一条誓言，都传递着对英
雄精神的崇尚，汇聚起推动时代
和社会前行的力量。

寻找英雄、崇尚英雄，更要
努力成为英雄。新时代的中国，
同样需要英雄精神。默默钻研数
十载的科技人员、坚守脱贫攻坚
第一线的基层干部、累倒在手术
台旁的医生、对每个孩子都关怀
备至的教师⋯⋯英雄精神不仅体
现在刹那间的生死抉择，而且体
现在经年累月的执着坚守。在日
常工作中恪尽职守，在普通岗位
上埋头苦干，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自己的英雄”。
有人说：“失去生命，并不

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是
被人彻底地遗忘。”“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活动还在继续。无论
是耳熟能详的知名英模英烈，还
是普通网友讲述的“年老失聪的
外祖父”“沉默寡言的父亲”“当
年小学的代课教师”，都将在人
们自发参与、互动传播中，凝结
为一份独特的全民记忆。去发
现，去传承，去效仿，正是这个
活动的最大意义。

“ 天 地 英 雄 气 ， 千 秋 尚 凛
然。”无论哪一个时代，英雄的
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社会前行的
强大力量。期盼“崇尚英雄”蔚
为风尚，光荣永远传承，英雄永
不独行。

（原载《人民日报》，有删改）

让崇尚英雄成为时代风尚
余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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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的坦诚鼓掌。这个孩子十
分坦诚，的确，人生可以伟大，也可
不伟大，关键是自己的选择。况且，
孩子还说了，有钱了，“能帮到人的还
是要尽量帮”，其实，这都说得非常实
在，说明孩子对钱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谈人生，谈梦想，就应该这样坦
诚，只有坦诚才能活得实在，只有坦
诚才能更好地敞开胸怀，接受世界，
认识世界。

为孩子对人生的思考鼓掌。谈到
为什么发财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个
重要的原因，他感到，每天做的事都
一样，想到尤其是上班之后，每天早
出晚归，就像生活在囚笼一样，每天
做同样的事，机械般地死循环，必须
摆脱掉，如果有了钱，就能干点自己
想做的事，人生几十年，要摆脱循环
着度过，要自由地度过。这些观点，
虽然幼稚，但是，却是对人生的认真
思考，值得肯定，应该鼓掌。人生就
应该摆脱单调，就应该丰富多彩一
些，就应该走向更加自由的生活，这
没错。

为孩子对社会的认识鼓掌。其

实，“我的梦想就是发财”这个演讲
很好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真
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
有决定作用，意识有能动作用。他知
道人生需要有钱，有钱之后，才能帮
助别人，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
这是孩子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值得肯
定。

梦想，顾名思义，做梦都想。发
财梦是每个人最朴实无华的想法，只
要孩子沿着正确的道路，去实现发财
梦，就值得肯定。

当然，我们在为“我的梦想就是
发财”鼓掌的同时，也不否定其他梦
想，孩子时代谈梦想，贵在真诚，贵
在坦诚，贵在实实在在地谈自己的想
法，所有的孩子都梦想去做明星，不
好；都梦想去做科学家，也不好；孩
子的梦想应该五彩缤纷，百花齐放，
可以做明星梦、科学家梦、老师梦、
发财梦，等等，都行。关键是百花齐
放，因为社会需要百花齐放，不需要
百人一面。

（原载西安网，作者殷建光，有
删改）

为“我的梦想就是发财”鼓掌

小学生梦想是发财，怎么看
近日，在杭州某小学 《我有一个梦想》 的演讲比赛上，一个小学生说，人人都有梦想，而自己的梦想很简单，那就是发财。这

个小朋友在演讲中表示：“我不像前几个人说的那么伟大，发财了要去捐款，好不容易发了一笔财，给别人发？不太实际吧！”此话
一出，台下就有家长笑出了声，然后发出阵阵掌声。还有学生家长边拍边感慨：“完了完了，活得太明白了。”

以我自己的童年经验，最怕写
《我的梦想》 这样的文章，一来题目
太空，梦想又太多，不知如何下笔；
二来，本来一句话可以说完的梦想

（比方说“我想当医生”），硬要铺展
成 800 字，这对于小学生来说，难度
还蛮高的。我最近读一位汉学家的回
忆录，他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
来中国，有次停下来跟小朋友对话，
问 了 十 几 个 小 孩 “ 你 将 来 想 做 什
么”，答案无一例外，全是“我要到
最艰苦的地方为人民服务”。这个回
答，固然带有那个年代特殊的印记，

可关键是，最艰苦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样，这些孩子恐怕自己也没概念。换
句话说，缺乏真实的经历和生活经验
支撑，纯粹从概念出发、由概念而来
的所谓“梦想”，可能只是孩童为了
应付大人的随口一说——他自己并不
当真，你也不能拿它们太当真。

每一年，《纽约时报》都会在全美
高中学生中征集与“金钱”主题相关的
大学申请作文。今年有将近 300 人回
应，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来自一名华
裔学生，叫杰弗里·余，今年将入读耶
鲁大学。他讲他当医生的父亲是如何

牺牲了前途光明的事业和钱财上的成
就，选择在家当全职老爸，“以确保他
的儿子能得到恰当的关注、照料和道
德教育”。他既能解决复杂的物理和
微积分问题，又能教孩子在厨房里养
小鸡小鸭、贴心地接送儿子去训练、排
练。杰弗里自豪地写道：“我的父亲是
我认识的人中最富有的——不是金钱
上的富有，而是品格上的富有。”

“有钱才能自由过一生”，这个说
法混淆了自由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
件，也简化了富有的内涵。一个人要
真正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这是何其

困难的一件事。而成年人要做的事，
正是用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孩子们对生
活、金钱和自由的理解，让他们不至
于被现实中各种庸俗的金钱观、“成
功学”捆绑。同时，成年人也不必为
脱离真实生活经验的“童真”“童言
无忌”无条件叫好——假如因为自己
的梦想无法实现，就把孩子气的胡诌
当作“率真”，忘记了教育引导的责
任，这是比出“我的梦想”这类大而
无当的题更失职的事。

（原载 《南方都市报》，作者兽
兽，有删改）

“我的梦想就是发财”不值得当真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对金钱的看
法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社会对个人
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出
现了改变。小学生的演讲，其实也没
有那么特立独行，而代表了社会上很
普通的一种价值追求。演讲视频走红
以后，不少成年人为他点赞，因为孩
子说出了他们小时候想说但没有机会
说出的想法。

有一种观念认为，孩子就应该是
“纯洁”的，应该与社会流行的世俗观念
有所隔离。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
未成年人就应该远离不适合他们年龄
的观念与生活方式。然而，哪怕是小学
生，也要为将来认识社会、融入社会做
准备。脱离了社会现实的说教，往往空
洞而无力。对于孩子而言，每一种发自
内心的真实理想都应该得到理解，而不
应该刻意打上高尚或是低俗的标签。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教育者的小
学校长，也对这位孩子的演讲表达了
宽容和理解。他说，这个孩子比较有
个性、率真，平时的一些想法也跟别
的孩子不一样。在现实中，教育者和
更多成年人能否真正欣赏并理解孩子

的童言无忌，也许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依然有许多脱离于物质的梦

想，闪烁着高贵的道德光芒。很多小学
生依然会有“当教师”“当警察”等平凡
的人生梦想。凡是发自内心的所思所
想，都是值得欣赏和积极引导的。即便
在崇尚财富、以企业家为精神榜样的社
会，那些朴素的人生理想也丝毫不卑
微。在一个成熟社会里，富豪与普通人
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可以不同，但他们
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是不分高低的，社会
对他们身份的评价也应当是平等的。

梦想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有的
人在看了杭州这位小学生的演讲后，
觉得他的话说到了心坎里；有的人则
觉得孩子要实现健康成长还需要更多
引导。这种对“发财梦”的不同理
解，本身就反映了社会上个人理想的
多元化认知。梦有多大，世界就有多
大。在最应该做梦的年龄，让孩子有
机会说出真诚的梦想，并积极引导他
们，为其实现梦想创造条件，是每一
个成年社会成员的责任。

（原载《中国青年报》，作者王钟
的，有删改）

我的梦想就是“发财”戳中了什么

某大学图书馆贴出了一则“规
定”，要求女生“不得穿背心、吊
带裙等露背装，短过 50 公分的短
裤、短裙入馆”。原因是有男学生
投诉“穿着超短裙、超短裤、露肩
露背衣的女性对馆内男性学者属于
性骚扰，严重影响了学习氛围”。

进入公共空间时应穿着得体是
必须遵守的公共礼仪规范，图书馆
规范女生穿着的初衷是好的，但是
作出诸如女生的短裤、短裙不能短
过 50 公分是不是属于管得过多、
过细呢？一则，操作起来有难度，
难道在进图书馆之前对女生的短
裤、短裙都量一下。再则，对于内
心小九九过多的男生来说，女生就
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他们恐怕
也能找到被性骚扰的理由。

管得过细、过多还不得法，轻
则让人感到不适、重则让人感到窒
息，扼杀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学
校的管理和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一

样，如果违背了权责一致的基本原
则，把不在权力范围内的事务也管
了起来，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很
可能让管理者陷入进退失据的境
地。

孩子的成长，涉及学校、教
师、家长以及社会等多方，让学校
的归学校，教师的归教师，家长的归
家长，社会的归社会，权责匹配，才
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管理
过多、过细固然不是管理之道，而如
果把属于自身的教育职责交给家长
或者社会，也会带来问题。

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从批
作业，到课堂值日保洁，再到监督
学生考试，家长和教师之间的责任
边界日趋模糊，家长正在成为随叫
随到的“编外教师”。家长成为

“编外教师”模糊了家校边界，属
于典型的权责错位。所以，青岛日
前发布规定作业批改必须由教师完
成，不得让家长或者学生代批，指
向于理顺学校和家长的职责，划清
边界，让学校的归学校，家长的归
家长，便值得点赞。同样值得点赞
的还有宁夏教育厅，近日宁夏教育
厅联合综治办、法院、检察院、公
安厅等 11 个部门出台 《加强中小
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由
学校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负
责认定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
为。校园欺凌行为的认定，由学校
成立相关组织来操作，是化解矛盾
的最好方式，也是避免矛盾外溢成
为社会问题的防火墙，学校对此责
无旁贷。

采用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荣誉
评选，不仅很难真实反映孩子的情
况，反而会制造人际交往问题，刺
激家长的焦虑，同时家长的拉票、
买票等行为，还会刺激孩子的功利
心、攀比心，是把本属于教师、学
校的评价责任交给社会。而浙江规
范校园网络投票活动，本质上也是
希望让学校和家庭、社会的职责归
位。

学校管理中容易出现责任转嫁
现象，催生出一些新的教育问题。
而一些学校和教师利用人工智能等
高科技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表情和行
为进行监控分析，则触发了教育本
质的这一经典问题的思考。浙江某
中学启动“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
统”，四川某高校教授则研发了人
脸识别无人机，近距离抓拍面部表
情，他们的初衷都是提升教学效
率，但这种方式是否考虑过被监控
对象的感受？时时刻刻都处在监控
之下，一个微笑一声叹息都可能被
记录在案，是违背人性的。而尊重
人性，应该是科学管理最基本的要
求。

过度依赖高科技提升教学效率
与过度依赖高科技维护幼儿安全的
思路殊途同归，其实就是一种责任
转嫁，将了解学生、激发学习兴
趣、掌控课堂效果的责任，将改善
教师待遇、提高教师素质的责任转
嫁给冰冷的机器，而缺乏教育的温
度和人文关怀。有论者就指出，

“如果教育温度不再存在，那么无
论科技有多先进，任何不触及教学
理念的进步充其量都只是一个穿金
戴银的野蛮人。”

管理是相通的，学校管理与企
业管理、行政管理，都必须坚持权
责一致的基本原则，要避免管理过
度也要避免履责不到位、权责错位
等问题，划清责任边界、让各方责
任归位，方能让学校健康运转，让
教育生态干净、纯粹。当然，学校
管理还有其教育性、伦理性等特
点，时时处处都是在育人，都会对
孩子形成引导和示范作用，这是学
校管理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学校管
理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做
好
分
内
事
是
教
育
管
理
要
务

杨三喜

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小学副校长陈红在路上遇
见了学校合唱团的五年级学生小曹微弓着身子走
路，便一把拦住她。“背弯成这样了，太不好看。
书包很重啊！都放了什么？”

陈红关注小学生书包过重现象已经很长时间
了。起因是，她9岁的儿子提出想要一个拉杆式书
包的生日愿望。儿子向她诉苦：“书包每天要装很
多东西，太重了背着太累。”

为此，陈红进行走访调研，并于2017年写了
一条《建议改变小学生书包过重的现状》的社情民
意。该信息被评为2017年民进长沙市委社情民意
特等奖，同时相关建议被全国政协、民进中央所采
用。陈红提出了结合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从源头减
轻书本重量等建议。

给书包减重

/ 漫话 /

石向阳 绘

··招聘信息招聘信息··

庆云云天中学为助力幸福教育小镇建设、创建环
渤海教育名城，现面向全国招聘高中优秀教师 18 名。
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
地理、生物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教师各1名。

1.符合聘用人员，列事业编制。
2.学校为学科带头人落实年薪20万—30万元，提

供一次性安家费50万—100万元；骨干教师年薪15万
—25万元，提供一次性安家费30万—50万元。

3.符合条件的享受庆云县高层次人才引进相关政策。

详情登录庆云县政府部门网公告栏
www.qingyun.gov.cn

报名时间：2018年5月25日—7月10日
电子邮箱：qygccjs@163.com

报名联系人：李老师 0534-3786677
8215533 13675342599

说明：庆云在编教师不得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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