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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6 月 11 日 17 时
30 分，河南省信阳市绿之风希望
小学二年级语文老师李芳，随队护
送学生从校门自西向东安全回家。
行至红绿灯路口时，一辆装满西瓜
的深红色无牌照摩托三轮车急速驶
来。情况万分紧急，李芳老师一边
大声呼叫学生避让，一边冲上前去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学生，并奋力地
将学生推开。李芳老师被摩托三轮
车严重撞击，倒地昏迷不起，后因
公殉职。

生死关头，舍己救人，李芳老
师“用身体挡住学生”，学生幸免
于难，而她却不幸遇难，这样的选
择让人肃然起敬。毫不夸张地说，
李老师用无私大爱谱写了一曲生命
的赞歌，也塑造了新时代人民教师
的光辉形象。

什么是师德？言人人殊，但可
确信，师德并不抽象，而是体现于
老师的言谈举止中，特别是闪烁在
生死抉择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强
调，好老师要有“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带头
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
德，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
学生。李老师正是这样的好老师，
她有奉献精神，她带头弘扬社会主
义道德。

大爱无言。危急时刻，李老师
没有当道德上的“逃兵”，而是义
无反顾地奋力一推，将学生置于安
全境地。这一推，让我们读懂了师
德的定义，感受到人格的高贵，也
体会到一名普通女教师的为师本
色。由此，我们很容易想到张丽
莉。6 年前，同样在一次交通事故
中，同为人民教师的张丽莉为了保
护学生，舍身把学生推开，自己却
被辗轧在车轮之下，致使双腿截
肢。像张丽莉、李芳这样的好老
师，究竟有多少，殊难统计，但她
们身上都有共同的精神元素，平时
很平凡，在危难时刻却能迸发出不
平凡的力量，用异乎寻常的勇气保
护学生，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
不惜。

更可贵的是，张丽莉事后接受
采访时坦言：“不要把我当作英
雄，我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希望自己赶快好起来，回到讲台，
继续为孩子们上课。”朴实无华的
语言，多么纯粹而有高度，让人油
然而生敬意。如果李老师不殉职的
话，想必也会这么说。究其因，这
样的好老师把爱护学生当成天职，
奉献精神早已融入血液之中，从不
以见义勇为而自矜，更不会标榜自
己多么伟大。在平时，她们身上的
闪光点不怎么闪亮，但在需要时就
会自然而然地跳跃。

“很遗憾，以这样的方式认识
你”，有网友如是感慨。诚如斯
言，现实中有太多的老师值得敬
仰，他们也许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
大事，却无愧于老师这一光荣称
号。

不是只有救人才是英雄，也不
是只有殉职才被讴歌。只要尽职尽
责，不辱没老师称号，就值得赞
美。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

“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很
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
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老师把自己
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深
恐学生失学，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
入用来购买教学用具，有的老师背
着学生上学、牵着学生的手过急
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
躯坚守在岗位上，很多事迹感人至
深、催人泪下。”这样的老师就是
好老师，这样的老师就是楷模。

他人眼中的李老师一向爱护学
生，勤恳工作，“教育教学成绩突
出，受到学生家长及同事一致好
评”。这样的老师并不罕见，在我
们身边可谓不胜枚举，可以列出长
长的名单。他们尊重自己的职业，
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教学之中。他们
悉心培养每一名学生，爱学生胜过
爱自己的孩子，甚至胜过爱自己。
这样的好老师，值得全社会由衷地
礼赞。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
师而重傅，则法度存”。讴歌老
师，不只是在他们付出生命代价
时，还应体现在平时。在广大教师
群体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
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
就会有更多的老师兢兢业业，以更
加饱满的动力热爱教育事业，以人
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
运 ； 一 颗 丹 心 ， 一 生 秉 烛 铸 民
魂”。老师被誉为“打造这支中华
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尊师
重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族振
兴、社会进步都离不开教师这一基
石。善待老师，礼遇老师，让“李
芳”们获得应有的尊崇，这是我们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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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近日，安徽省五河县一名王姓学
生家长，因在班级群里向语文老师张
某询问儿子的语文试卷是否发放，张
某未及时回复，这名家长竟然进入校
内，对老师进行言语威胁并殴打。目
前，打老师的家长已被行政拘留。发
生在四川省乐至县的另一起学生家长
打老师事件，两名参与打人的违法人
员也已被行政拘留和罚款，并在进一
步调查处理中。

闯入校园殴打老师，虽是偶发个
案，却是性质非常严重的事件。很难
想象，如果老师们的人身安全时常受
到威胁，学校还是安全的地方吗？无
论对学生还是对老师来说，校园都应
该是最安全、最让人放心的地方。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师在校园内的安
全，和医生、法官和警察的职业安全
一样，是这个社会的安全底线。这样
说，并不是说老师有什么安全特权，
而是包括老师在内的社会主流职业群

体的安全，关乎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
秩序。

老师的人身安全必须得到保护。
没有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保，也就
谈不上什么职业尊严。值得称道的
是，最近发生的两起打老师事件，当
地警方都迅速介入处理违法人员，有
效保护了老师人身安全。老师的人身
安全得到了保护，作为教育这一职业
共同体的一部分，地方教育部门和学
校才有条件理直气壮地维护老师的职
业权利与职业尊严。老师被打，如果
矛盾是因工作引发的，那么让老师以
个人之力去面对，就会成为不能承受
之重。最近崔永元因揭露明星偷漏税
问题受到人身威胁，他所在的中国传
媒大学及时发声，表示对威胁崔永元
老师人身安全的言论，学校“保持高
度关注”，这一表态之所以受到舆论
赞赏，是因为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职
业共同体维护共同权利底线的意志。

当然，维护老师的职业权利和职
业尊严，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和学校
可以对老师无原则地“护犊子”，如果
老师在工作中有错误有过失，也要承
担责任，也要接受处理。就如最近发
生的两起打老师事件，如果老师在日
常工作中确有重大过失引发家长不
满，甚至伤害过学生，那就有必要对
老师做出适当处理，至少应该督促老
师反思和改进工作。但也应该看到，
教师的成长有自身规律，现在中小学
以年轻教师居多，需要一个较长的周
期才能逐渐成熟起来。尤其是作为班
主任，工作在教书育人的最前沿，承
担着立德树人的重大使命，对职业素
养要求更高。无论是家长、学校还是
社会，都要给老师一个宽松的成长环
境，宽容老师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过
失，这样老师才能更快成长。如果老
师出现一点无心之失就受到不公正对
待甚至伤害，那么在如此严苛的工作

环境和舆论氛围中，还有多少人会真
正爱上教师这个职业？家长们期盼的
更多好老师又从哪里来呢？

家校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很大程
度上是在家长和老师之间表现出来
的，家长对学校和老师有意见怎么
办？如果学校和老师确有过错过失，
家长可以向教育部门反映，也可以直
接和学校老师沟通寻求解决，还可以
通过家长委员会表达诉求，这些渠道
一般都是畅通的，至少可以解决大部
分家校之间的矛盾。当然，更长远地
讲，在构建家校共育和谐关系的过程
中，应该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加成
熟定型的机制，使家长的表达渠道更
加畅通，使家长的关切得到更及时回
应，才能最大限度化解可能产生的矛
盾。这其实是一个让家长科学有序参
与学校教育过程的大问题，值得深入
探索。

（作者系本报记者）

理直气壮保护教师的职业尊严
张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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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报道，随着高校毕业季
的来临，为了顺利毕业，通过各种渠道
进行“论文查重”就成了多数毕业生在
论文提交前的必经环节。然而，你的
论文却有可能因此被他人盗取。广西
某大学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小杨就曾通
过淘宝网购买了两次论文查重服务，
而后这篇文章被售卖并发表，导致小
杨多次修改而至今无法通过查重。

不少法律专家表示，论文查重系
统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预防学术不端情
形的发生，并不是个人论文创作的必
经程序，高校学生若使用论文查重服
务，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及时
保存证据，提高保密意识。

论文查重别大意

王铎王铎

绘绘

校园安全，首先是基础硬件的安
全。多年来，校园跑道建设一直缺乏
统一标准。如何才能从源头上杜绝潜
在的问题？深圳市先行先试，在全国
率先出台 《深圳市中小学校合成材料
运动场地面层建设管理规定》，给校园
跑道上了一把“安全锁”。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校园
建设“标配”的跑道，这些年来疑似
处在“放飞自我”的状态：规矩阙
如，规则不彰。

前几年轰动全国的“毒跑道”事件，
至今仍叫人心有余悸。从 2014 年开
始，北京、苏州、无锡、南京、常州、深圳、
上海、河北等地多所学校发生“异味跑
道、异味操场”现象，有的造成学生流鼻
血、过敏、头晕、恶心等症状。此后，新
华社记者的调查还原了“毒跑道”为何
能一路绿灯生产、销售、铺装，乃至于

“跑”进校园毒害孩子的利益链。面对
触目惊心的画面，人们自然要反思形同
虚设的监管。

标准不立，秩序难安。因为标准
缺失，不少学校因噎废食地暂停了塑
胶跑道铺设，甚至有的学校扒掉“疑
似问题跑道”以回应舆论质疑。不
过，塑胶跑道怎样才算安全？仅仅靠
孩子或家长“闻气味”恐怕并不能解
决问题。校方和教育部门虽然是掏钱
买单的“甲方”，但显然没有专业技术
能力对跑道质量做出科学鉴定。正因
如此，出台采购、生产、建设、监管
等各个方面的系统性标准，才显得尤
为迫切。

尽管塑胶跑道国家强制性标准——
《中 小 学 合 成 材 料 面 层 运 动 场 地》
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
布，预计于 1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但
从全国范围来看，尚没有城市对校园
跑道建设出台地方性规定。于此而
言，深圳此次开创先河，不仅有直面
问题的勇气，亦有解决问题的底气。
这份管理规定大概体现了两个特点：
一是步调上先行先试。在国家强制性

标准实施之前，自立标杆、自定规
矩。二是环节上有始有终。新规在质
量标准、承建资格、采购管理、建设
监管等多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以
有章可循的细则防控漏网之鱼的隐患。

事实上，校园“毒跑道”事发
后，教育部门行动迅速。早在 2015 年
4 月，教育部专门印发 《学校体育运
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特别强调教育
部门和学校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产
品和质量标准选购体育器材设施。没
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要求
供应商提供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安全检
测及评估报告。2016 年暑假，教育部
还专门部署各地对学校“塑胶跑道”
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逐一登记造
册、摸清底数。

不过，跑道安全虽然看起来是“学
校里的事情”，但仅仅靠教育部门三令
五申显然是解决不了症结的。推荐性
标准不够刚性，强制性标准也不是一劳
永逸的。即便有了“国标”，地方上在实

施操作时，还要将之视为系统工程，多
部门协同、全链条监督，一把尺子量到
底。道理很简单：“毒跑道”乱象的背
后，固然暴露出相应标准滞后问题，但
劣质产品盛行、违规施工、监管不力等，
都是乱象频仍的重要肇因。

前两年，各地痛定思痛，在校园
跑道的“省级标准”上殚精竭虑，可
现实却是在跑道质量上往往“点到为
止”，并没有深入覆盖全流程。从这个
意义上说，深圳新规或有借鉴意义：一
方面，待新国标落地后须无缝对接好落
实工作；另一方面，仍要立足本地公共
治理实情，寻求校园跑道安全的全域性
纾解之道。

俗话说，徒法难以自行。标准的
确立固然是有法可依的前提，但仅仅
满足于标准确立显然远远不够。高悬
法治利剑，禁绝“问题跑道”再度出
现，我们才能在校园安全大局上不至
于好了伤疤忘了疼。

（作者系职员）

细化规定防止再现“问题跑道”
邓海建

期末评语是班主任对学生在一个学
期里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综合评
价，是家校沟通的有效途径。评语虽然
字数不多，却能给学生带来长远影响，其
教育价值不可低估。

但评语的教育意义似乎并未引起全
体教师的重视，一些中小学教师在写评
语时，习惯使用套话，如遵守学校纪律，
对自己要求严格，学习态度认真，成绩良
好，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
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等等。这种评
语用词单调、千人一面，可以模式化地套
用在每个学生身上，被称为“百搭式”评
语。这种评语没有关注个体差异，不能
使学生在评语中得到任何滋养。

让评语的教育价值最大化，教师在
写评语时，必须遵循一对一原则，写出量
体裁衣式的个性化评语。例如，在“社会
实践”一项，教师可以根据平时收集的学
生参加社会活动素材，准确写出每名学

生参加实践活动的次数、持续时间、完成
作品等。这样的评语充实丰富、全面中
肯，能让学生通过评语准确认识自己。

在评语中，教师也要注意强化学生
特长，注意观察学生的闪光点，在特长与
闪光点上为学生做好发展评估，让学生在
评语中获得较大的成长动力。当然，每名
学生也都存在成长中的短板，评语要诊断
出学生存在的真问题，并给出改进方法与
意见。对于学生的缺点，教师在评语中既
要有充分理解，又要有合理期待。

期末评语是师生之间的一种情感交
流，能传递出教师对学生的真爱与尊重，
也是教师改进教育教学方式的依据之
一。学生的成长过程不仅要被记录、被
讲述、被分析，还应被后人汲取。教师不
能用“百搭式”评语削弱其在教育中的作
用，而要深度挖掘评语的教育功能，让一
对一评语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成长服务。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期末评语少些“百搭句”
吴维煊

来论来论

近日，人民网刊发了《重庆严禁
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
宴”》 一文。其实，每到这个节点，
全国各地都会印发有关文件、通知，
反复强调党员干部、教师严禁参加

“升学宴”“谢师宴”。旧话新提，边
鼓常敲，目的就在于管住党员干部、
师生们“嘴”边歪风，营造一片风清
气正的社会新风。

“升学宴”“谢师宴”成为特定时
间的一个热门话题，一定是盛行过。
它的盛行有家长的真心感恩，也有不
良的攀比，还有商家的营销助推。今
天，当它已然成为不良风气的代名
词，已经到了纪委、监察委员会需要
定期发文提醒的时候，作为教师，应
该态度鲜明地亮出“谢师不必宴，新
风我来树”的观点。现如今，如果教
师自己还不爱惜羽毛，维护自己的形

象，那就真的是“斯文扫地”了。
谢师不必宴，感恩不可缺。一面

要坚决抵制“升学宴”“谢师宴”，一
面要做好毕业生感恩母校、感恩老师
的工作。我们应该策划有学生、家
长、老师一同参与的，具有教育意义
和仪式感的毕业典礼、告别仪式。把
感谢老师、感恩母校用自制的贺卡，
用歌声、用话语、用拥抱等方式来表
达，用纯净、朴素又有意义的形式来
表现。一句真心的感谢，一个温存的
拥抱，胜过一桌的山珍海味。

毕业班的老师往往是学校里最辛
苦的一个群体。初三、高三的老师辛
苦程度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为了
学生能考上心仪的学校，为了学生能
得到最优发展，教师一心扑在工作
上，呕心沥血。每年毕业季，许多教
师最大的愿望绝不是接受宴请，而是

得到关怀，得到肯定。学校、教育主
管部门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
给每位老师。一次暖心的看望、一封
温暖的感谢信、一束美丽的鲜花、一
次庄重的嘉奖，都是对老师最好的慰
问。营造浓浓的尊师重教氛围比任何

“升学宴”“谢师宴”都好。
“升学宴”“谢师宴”盛行，其实

给青少年学生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和暗
示，让他们过早沾染上社会不良风气。
宴席上，夸张的劝酒、醉酒的失态、嘈杂
的氛围，什么师者尊严、为父表率，似乎
都成了哈哈镜里的景物。显然，这般的

“谢师宴”于师于生于社会都是有害无
益的。拒绝“升学宴”“谢师宴”，管住的
是“嘴”边歪风，但树起的却是社会新
风。如果为师者能拒绝宴请，维护好教
师的良好形象，不仅有助于维护风清气
正的校园环境，而且对青少年学生而言

是一种极好的影响。
今日之学生，就是明日之公民，

今天风清气正的校园之风，会成为学
生明日走向社会的良好生活作风。有
了这样的风气，他们才能更好地做
事、做人，不违规、不逾矩。如果能
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边鼓
就不用常敲，老调就不用重弹。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区
实验学校校长）

谢师必宴老调不必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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