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周末，“严书记的女儿”火了。 事情发生在
成都市一家收费不菲的幼儿园，据悉是由于当地某
市委副书记的女儿在这家幼儿园经常欺负同学，老
师在内部群说要给她单独坐， 结果误发到家长群，
引起“严夫人”当场发飙，要求老师公开道歉，并表
示要找学校开除老师。此事引起社会热议。目前，四
川省纪委监委已介入调查。 （5 月 14 日《钱江晚报》）

事情真相还有待于官方调查，“严书记” 是否涉
及违纪违规也就不用急于下结论。但孩子母亲，在家
长群中这么大发雷霆， 对学校和老师摆出十足官太
太架子，显然是非常不理智、非常愚蠢的做法。 别说
学校不是你家的自留地，老师不是你家的家教，班上
同学也不是你家女儿的伴读， 就算觉得自己占了道
理，也不该如此趾高气扬。如果认为学校和老师做法
有问题，也该通过正常合理的途径来解决。

话说回来，很多人可能忽视了这桩风波的起因
在于，老师准备给“严书记”的女儿单独安排座位，
或者清空她周围的同学。 虽说这么做的理由是小孩
经常打其他同学，但通过这种办法孤立还在幼儿园
阶段的小孩，也不是正确的做法。 孩子进了学校，自
然应当服从学校和老师的教育管理，但老师应从孩
子年龄和性格特点出发，循循善诱，不能采取这种
冷暴力的方式对待。 这是原则性的教育理念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 强弱关系往往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相对的、复杂的，不总是“你弱你有理”。 比
如在“严书记”面前，学校和老师当然是弱势一方，
但学校和老师在多数普通家长面前，又何尝不是强
势一方？

家长和学校之间，不该是比谁权势大，而是要
看双方是否存在平等、良性的沟通渠道。 家长不能
因为自己有钱有势， 就对学校和老师吆三喝四，而
学校和老师对待学生也应一视同仁，不能对有钱有
势的家长低三下四， 对普通学生家长又是区别对
待。 在这桩事情中，学校和老师看似弱势一方，值得
同情，但也要看到，老师在对待调皮孩子的做法上
似乎也有不妥之处。

“逼停”动车的
不是“三颗石子”
□ 武冈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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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平 医学生在论文中致谢偶
像，之所以引来热议，是固化的思维所致。感谢衣食父母的养育之
恩，理所当然；感谢老师的谆谆教诲，情理之中；感谢对自己有帮
助的人，无可非议。但在论文中感谢一位并无多少交集的歌星，似
乎不伦不类，难免让人认为这位医学高材生“表错了情”。其实，错
不在这位作者，错在人们对致谢的理解过于古板。

@ 邵阳学院刘运喜 论文中的致谢对象，一般是直接为论文
提供指导和帮助的导师、同事；或者是间接为论文撰写提供支持
的人。提供间接帮助的人可以有很多，比如家人，他们主动分担家
务、照顾孩子或老人，为从事研究的人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明星林俊杰的歌曲确实给了作者强大的精神支持，对论文完
成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不可以致谢呢？

@ 永州市第四中学毛原 撰写出一篇成功的学术论文并非易
事，论文能在“世界科学界最权威的期刊数据库”刊发，更难能可
贵，这种荣誉，属于论文撰写者个人，更属于他所在的研究团队和

学校。虽然团队的全体成员和学校相关老师的名字，无法以论文作
者出现，但作者可以在论文的致谢部分，体现出他们的付出和贡
献，由此看来，作者更应该把空间和版面留给他们，而不是偶像。

@ 读者郑晶 医学生撰写的论文在世界知名期刊刊发，这件
事情的学术意义重大，但大家关注的不是其学术影响，而是作者
在致谢中对偶像明星林俊杰的感谢，绕过论文去炒作“致谢”，变
成了一种猎奇的商业行为。有这个精力去争论论文该不该致谢偶
像，倒不如仔细分析和发掘论文背后的价值，把“关注”点放在有
意义的事情上。

@ 读者余人月 无论是追歌星影星， 还是热爱一位作家诗
人，还是崇拜英雄模范人物，反映的都是人生道路上的精神需求。
我们需要一个正能量的精神坐标来指引前行。 哪怕我们成年以
后，也常感动于一些人一些事，因为其中包含的价值观，给了我们
可以汲取的营养与精神力量，论文致谢偶像，道出了榜样的力量，
值得肯定。

学术论文不该致谢歌星？
近日，一条“医学生论文致谢林俊杰”的话题被推上热搜。 事情是这样的：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研二学生胡江华，于 5月 2日在

世界科学界最权威的期刊数据库 SCI中发表了自己人生中第一篇论文。 在其中的致谢部分， 她特地感谢林俊杰，“在过去的 10
年里，林俊杰的歌曲给了我强大的精神支持。 ” （5 月 8 日《钱江晚报》）

近日，贵州师范大学某女生寝室 4 人集体考上研究生，当地媒体报道了她
们刻苦学习、互相激励的故事，誉之为“四朵金花”“学霸寝室”。 这样一则意在
“劝学”的新闻，事件本身并不稀奇，但是引发的一些讨论颇为奇异。 最典型的
言论莫过于“女生读研输一生”。

这种讨论年复一年持续出现，一方面显示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其成色和
预期确有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研究生教学、研究生成长、研究生就业还有诸
多需要完善加强的地方。 另一方面，更显示出当前社会的学习观、就业观、价值
观，乃至人生观、婚姻观中，还有许多亟待引导和培育的空间。 女生读研，不仅
不会“输一生”，还会为人生打开更广阔的天地。 王铎

女生读研输一生？

明明是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城
的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在连续两天
未完成家庭作业后， 他跟父亲保证，
若再不完成作业，就回乡下挑粪。 第
三天，他仍然没有完成作业。 于是父
亲把儿子带回乡下“兑现承诺”。经过
挑粪的体验，儿子受到教育，他向父
亲保证，提高学习成绩，并定下了期
中考试的目标，“挑粪教育” 就此结
束。 （5 月 11 日《成都商报》）

现在很多孩子缺乏吃苦精神，静
不下心来认真学习便是不能吃苦、不
愿吃苦的典型表现，不好好完成家庭
作业的明明亦属于此列。对于这些孩
子，父母和老师苦口婆心的教育往往
难有成效。 究其原因，虽然与孩子爱
玩的天性密切相关，但更因为孩子缺
乏人生的历练与体验，对好好读书的
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知。孩子们养尊
处优，怎知生活之不易？ 怎能发奋苦
读？

作为一名高中老师，笔者曾遇到
过不少无心学习的孩子。在教育引导
的基础上，我常常建议父母利用寒暑
假，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让孩子出
去“锻炼锻炼”，体会生活的不易，促
使其自我反思进而认真学习。有一件
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名坚
信 “不读书也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的
孩子，在建筑工地干了几天搬砖拌沙
的粗活，手上磨出了血，身上被晒得
蜕了皮，之后，他毅然发誓一定要好
好读书，这样的孩子经过体验教育之
后，往往会判若两人，取得突飞猛进
的进步。 据新闻中明明的老师反映，
下乡挑粪体验后，每天布置的家庭作
业，明明都能认真完成，“就连字都写
得非常工整了。 ”

需要补充的是，“挑粪教育”虽然
很有教育意义，但施行之前必须好好
“备课”。家长在对孩子开展类似的乡
村体验式教育的时候，要注意和孩子
沟通交流，让孩子知道这种方式不是
对他们进行体罚，更不是一件丢脸的
事情，而是让孩子珍惜现在的学习机
会。 如果缺乏基本的沟通交流，不能
掌握火候，那就会异化成“虎妈狼爸”
式的“大棒教育”，影响孩子的身心健
康。

“严书记夫人”发飚
考验正常家校关系

□ 魏英杰

“积极废人”：请扶稳你的 flag

“隐形贫困人口”的风头刚过，“积极废
人”又成了舆论场的新词。 所谓的“积极废
人”，说的是那些“爱给自己立 flag（意指公
开树立的目标），但永远做不到的人；尽管
心态积极向上，行动却宛如废物”。

（5 月 8 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对“积极废人”这

个词确实深有体会。 自己和身边的一些同
学，离提交毕业论文还有两个月期限时，就
立志“日行百字”，然而每天依旧睡到日上
三竿，硬生生要拖到最后几天，才能激发出
“无限潜力”；小伙伴们天天嚷嚷要减肥，却
总是在迈入健身房的前一分钟被下午茶的
魅力勾走。 那些 flag 常活在我们的心里和
口头上，却始终无法成为现实。

“积极废人”一词中存在一对显著的矛
盾：“积极”与“废人”。 积极的心态，体现在
他们的壮志豪情上，然而“废人”却不一定
在说他们能力不足， 只不过行动能力差，
flag 立得多，倒得也快。

为什么我们总喜欢给自己立满 flag？我
想，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闷头苦干”，而总

要做些让别人知道的事， 不管自己能否实
现某个目标，都要先把 flag 放出去。 这样一
方面能让周围人看到自己积极向上的心
态，炫耀一下自己是位“胸有大志”的好青
年， 也能期待别人对自己产生积极正面的
评价，助推自己达成目标，因此，我们常常
会在朋友圈看到这类“flag 宣言”高高飘扬。

但光立 flag 远远不够，执行力才是制胜
关键。 对那些要写毕业论文的大学生来说，
不开始搭个框架、写个绪论，后面的论文内
容是不会自己平白无故生出来的。 对那些
想健身减重的人，不制定运动计划，不拒绝
美食诱惑，又哪里能“变身”成功呢？ 万事开
头难，坚持下去则更难。 正因为没有办法坚
持，目标无法达到，朋友圈里“胸有大志”的
好青年一个个沦为“积极废人”。

年轻人立 flag 不是不行， 但是一旦立
了，就要把它扶稳。 flag 立得多不重要，只有
实现得多， 才是一个真正积极向上的好青
年。 我们要让积极的心态得以持续，而不能
让一个“积极的人”变成“积极废人”。 一字
之差，差的只是落实的决心。

□ 林俊鹏

近日，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某中学七名学生，
通过翻爬衢九铁路进入铁路栅栏网内玩耍。 期间，
他们在铁轨上放置了三颗石子。 随后，石子被经过
该路段的 G1650 次高铁列车碾压，致使列车制动装
置损坏，列车在此区间临时紧急停车 41 分钟，严重
影响了高铁线路的运营安全。

（5 月 5 日 环球网）
三颗石子“逼停”动车，幸好处理及时，只虚惊

了一场。但我们绝不能只“虚惊”一场。因为，不是每
一次遇到“三颗石子”的时候，动车都会如此幸运，
铁路不是游乐场，生命岂可儿戏？

其实，“逼停”动车的不是“三颗石子”，是缺失
的生命安全教育！ 孩子横穿铁路并在铁路上玩耍，
不仅威胁自己的生命安全，对行驶中的火车也会造
成隐患。 行驶中的火车从紧急制动到停稳，至少需
要三四百米的距离，而且急停对火车本身的危险也
很大，有可能导致火车颠覆甚至失控，一车人的安
全都会受到威胁。

如果学生早知道这些生活常识，又怎会翻过铁路
栅栏网到铁轨上玩耍？又怎会把石子摆放在铁轨之上？
类似的事件时有报道，缺失的安全教育亟需补上。

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和生命意识。
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与死亡相关的话
题总是讳莫如深， 父母不愿意和孩子讨论死亡话
题，怕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其实，回避这类话题反
而会压抑孩子自然的生命体验和感受。

学校大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讲座、班会、知识竞
赛、演讲比赛等形式，开展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树
立“生命为本、安全为重”的思想，让学生珍惜生命，
敬畏生命。 而铁路部门除了加强铁路线路安全防护
措施外，还应对公众进行铁路安全普法教育。 生命
只有一次，安全不容儿戏！

让孩子知道有比
读书更苦的事

□ 胡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