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小学生红领巾上竟
印‘万达’广告”一事，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 山东省某小学向学
生们发放的红领巾和学生帽，
均印有万达广场的开业广告。 对此，当地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交通安全进
校园活动发放的，学校发现后很快收回。

（9 月 29 日 法制网）
广告需要创意， 有创意才能吸睛，而

在红领巾上印广告，堪称“创举”，此举成
功地引发了社会关注，然而，这荒唐之举
更招来了众怒。

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代名词，通过庄
严的宣誓，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年少的孩

子们以这样的仪式加入少先队，应是生命
中难忘而又备感荣光的一件事情。他们从
大人口中得知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
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
然对红领巾生出敬仰之情。 现在，商家将
广告堂而皇之地印上红领巾，不仅是对红
领巾及革命先烈的蔑视与亵渎，更是对青
少年爱国之情的伤害。

笔者了解到，《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旗、队徽和红领巾、队干部标志制作和

使用的若干规定》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中，都有明文规
定，红领巾不得用于商标、商业
广告以及商业活动。

学校本该是育人育心之地，现在将先
烈鲜血染成的红领巾与沾着铜臭味的商
业广告一并戴在孩子们的脖子上，无疑是
对道德和法规的“绑架”。

退一步讲，红领巾上印广告，可能是
商家的无知，因为无知他们无畏。 但广告
背后的策划者，应该知晓《广告法》的相关
规定，而作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更应
该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岂能纵容商家这
样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宣传行为！

书面作业减少 家长要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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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五旬泥瓦匠缘何考上大学又退学
□ 封寿炎

《武汉晚报》报道，根据教育部要求，开学近一个月，小学一二年
级的书面家庭作业量的确大幅度下降， 但家长却不淡定了，“作业都
没有，还谈什么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呢？ ”有家长组团找学校负责人“讨
说法”，有的组建校际家长群，自行给孩子布置作业，可谓各施奇招。
其实，一二年级是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节点。 但良好的学习习惯
不是靠大量书面作业来“塑造”的，布置作业需要“少而精”。 王铎

陈超，一位平凡又不平凡的教师。 说他平
凡， 只因他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乡村教师中的
一员，自 1995 年师范学院毕业以来，一直在
衡南县硫市镇从事初中数学教学工作。

说他不平凡，是因为 20 余年来，他一直
扎根在乡村潜心育人， 多次被评为“优秀教
师”；多篇论文、多个课件微课在省、市级比赛
中获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
所指导的学生参加奥林匹克竞赛、 实验创新
大赛多人次获得省、市一等奖。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陈超出生于教师世家， 从小就深受父亲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的熏陶。 在教学中，
他形成了一套事半功倍的教学模式———“两
主一辅”，即以教材为主、以学生为主、以教师
为辅， 把学生的自主学习发展到极致。 多年
来，凡经他所带的班级，均能差班变好班，好

班更优秀。
1995 年刚参加工作的他， 义无反顾地回

到自己的家乡———衡南县硫市镇的龙确中学
任教。 当年的龙确中学位置偏僻，交通不便，
每天上下班都得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
但他在那里一干就是二十年，一直到 2014 年
龙确中学撤校，他才调入衡南县第十一中学。

爱生如子，无私奉献
从教 20 余年，陈超从未否定和放弃过任

何一个学生。 对于生活困难和单亲家庭的学
生，他送衣服，送学习用品，给予他们温暖；对
于调皮或者成绩不好的学生， 他给予心理上

的正面教育引导和悉心的课外辅导。
对于像蒋福军一样的留守儿童， 他要做

的事情就更多了。 蒋福军父母离异且常年在
外地打工。 初三上学期，蒋福军辍学跟叔叔学
修摩托车。 陈超到蒋福军家家访时，得知他没
钱读书。 陈超当场表态，蒋福军初三的一切费
用全部由他承担，高中费用他也承担部分。 返
校后， 蒋福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重点高
中及重点大学。 毕业后，蒋福军激动地对陈超
说：“陈老师，我永远感谢您，你是我心中最好
的老师，以后老师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陈超
却和蔼地说，老师不需要你的回报，只希望你

好好干，有机会能帮帮家乡的孩子，让爱心在
家乡传递。

扎根教研，创新教学
日常工作中，陈超认真参加教研活动，积

极参加听课、评课、培训，并利用网络学习课
改理论知识，博采众长，提高教学水平。

在课堂教学中，他将学生从死记硬背的圈
子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在自主探究与交流的
过程中不断挑战自我。 在课下，则引导学生在
自学的基础上，按学习成绩好、中、差的程度组
成 3—5人的学习小组。在自习课上，积极落实
分层施教的原则，狠抓后进生的转化与优生的
培养。同时，通过周周清、月月评、阶段测，及时
了解学情，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时光荏苒， 白驹过隙。 年近 50 的陈超，
仍然扎根乡村，享受着一路风景，收获着一
路阳光。

不忘初心 梦圆乡村
———记衡南县第十一中学优秀乡村教师陈超

通讯员 凌华

近日， 山东省菏泽市多名学
生家长反映， 为了整治超标电动
车，当地将家长行为和学生的“道
德品质分”挂钩：从 9 月 16 日开
始， 菏泽市在数条主要路段禁行
超标电动车， 而学校在配合政府
宣传整治行动的过程中， 通过对
学生扣分来向家长施加压力。

（10 月 7 日 澎湃新闻）
骑超标电动车纵使有错，也

不至于上升至道德层面， 即便家
长道德有失， 也不应该将道德评
价延伸至孩子。向来只听说“子不
教，父之过。 ”从没见过“父有责，
子来担”。 利用家长对孩子的疼
爱，向家长施压，如此措施比道德
绑架更为可恶。

回顾历史，古代曾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
“代亲受刑”现象。 孩子为尽孝替父母受罚，
看似有理有据， 实际上却是封建思想的产
物。 事实也证明，孩子替父母担责，难以从根
本上杜绝违规现象，反而让孩子承受横加的
伤害。 难道现代的教育措施，要向古代的落
后制度看齐吗？

据当地报纸报道，为要求学生拒乘超标
电动车， 学校向学生和家长送达了 《一封
信》，并和家长签订了《承诺书》《责任状》。 整
治超标电动车，学校应该有所作为，但学校
的角色是“教育者”，应该以正向的教育和引
导为主，鼓励家长学习相关常识，引导家长
放弃不文明、不安全的出行方式。 而不是强
制家长签订《承诺书》《责任状》，甚至层层加
码，将违规的板子打到孩子身上。

前段时间，父母失信让孩子“连坐”的事
件，已饱受社会各界的批评。 学校应该是保
护孩子的地方，不是孩子受罪的地方。 “道德
品质分”看似无关学业，可也影响到孩子在
校园里的健康生活。 孩子的世界是脆弱而敏
感的，学校通过孩子向家长施压，无论是暗
中劝导还是明面上批评，都会将压力在无形
间传导给无辜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已承受太多学业以外的压
力，莫让父母的错误影响孩子的成长。 如今，
舆论上的关注已然形成，相关部门最需要做
的是澄清事实，化解不良影响，纠正管理举
措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保护孩子比什么都重
要。

@ 邵阳学院刘运喜 高校成立农学院，可
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国家政策调整，促进
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
人才培养的需要等等。 评价一个专业是热或
冷，不能单纯看高校有无此专业，是否设有相
关院系，更要看该专业的生源状况，填报的学
生多少，以及该专业的就业前途、发展前景，
社会对该专业的接受与认可度。

@ 读者张忠德 “6 所高校在短短 9 个月
内相继成立农学院”，不排除个别学校希望通
过成立农学院，建设“双一流”高校，获得国家
的经费与资源支持。 如果高校是为了争取更
多经费和资源而成立农学院，那么农学的“复

兴”就只是表面上的。 不仅如此，扎堆成立农学院还有
可能造成资源重复， 所以复兴农学院， 还需要统筹规
划、有序发展，而不是一哄而上。

@ 读者冯胜清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之下教育
责任重大，要培养造就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兴产业振
兴、美丽乡村建设要求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三
农工作队伍和“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
型职业农民队伍， 使之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
导力量。我国当今的农学院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近日
6 所高校在短短 9 个月内相继成立农学院、“农学由冷
转热”不应被质疑，而应该热忱欢迎，予以支持。

@ 读者刘云海 当前， 农学普遍遇冷已是不争的
事实，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好趋势，对社会的发展也不
利。 农学院复兴，积极的作用是使农学“由冷转热”，使
得报考、研究、从事农学的人才越来越多，对农学的发
展大有裨益。 但笔者更期待农学院复兴不要只是昙花
一现，复兴之后还要做大做强，让更多的复兴农学院成
为振兴农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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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近日，《中国新闻周刊》一则
关于“6所高校在短短 9个月内相继成立农
学院，农学由冷转热”的报道，引发热议。 公
众普遍表示疑惑，认为背后潜藏着可以进一
步探究的原因， 甚至可能存在一些功利性、
非理性的动机。

红领巾印广告是无知者无畏
□ 刘 芬

？

日前，“51 岁泥瓦匠郇政华考上大学”这
个引发热议的励志故事迅速迎来反转。 因为
家人反对和经济压力，他不得不黯然退学回
家，准备重新打工赚钱。

（10 月 9 日 《光明日报》）
这个故事让人温暖却又心酸。 郇政华的

人生经历跟很多高考失利的人相比，并没有
太大区别。 他在高考失败之后离开校园，日
后娶妻生子，挑起生活重担。 不过，在他的内
心， 上大学的梦想犹如一颗种子深植于心
底，历经三十多年却从未消退。

在简略的新闻报道里，我们难以走进郇
政华的心灵深处，难以设想在尘土飞扬的建
筑工地上，这位热爱《故乡》《天上的街市》的
泥瓦匠有着怎样丰富的内心世界。 但类似这
样的心灵，笔者曾经有幸得以窥见。 许多年
前， 笔者在浙江舟山枸杞岛结识一位年逾六
旬的老渔民。 跟别的渔民不同，他热爱文学，

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
傍晚时分，我们坐在他家堂屋，在一阵阵波涛
声里，他开始讲述惊心动魄的远洋故事，讲述
一个个文学人物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 使我
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老人与海》的画面。

文学滋养着这位老渔民，给予他慰藉和
力量，对他的影响力深刻而久远。 理解了这
一点， 就不难理解郇政华对于大学的执念。
如果给老渔民一支笔，他的文学之泉也许就
会喷薄而出，写下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刻
骨铭心的情感。 同样的道理，当郇政华再次
获得圆梦机会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在尘
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补习中学课程，在年届
五旬之际报名参加高考。

人们喜欢大团圆式的圆满结局，但这样
的结局没有出现在郇政华的生活里。 他是
“上有老下有小” 的中年人， 是家里的顶梁
柱。 现实的情况是，他年迈的双亲需要赡养

照料，一对儿女也正在读大学。 如果他也去
读大学，那么不但打工收入锐减，个人的开
支也会迅速变大。 收入开支此消彼长，成为
这个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正当他距
离圆梦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还是被坚硬的
现实截断了追梦之路。

郇政华追求大学梦的心愿很正当，他爱
人优先保障子女学业、反对他上大学的态度
也没有错。 在他大学梦断、退学回家的悲剧
中，并没有谁做错了什么。 甚至，正是理想和
现实的冲突， 以及理想不得不对现实的妥
协， 才更加突显了理想的珍贵和坚持的可
贵，体现了人性的力量和光辉。

51 岁的泥瓦匠郇政华虽然不能如愿徜
徉在宁静的大学校园里，在知识的海洋里自
由翱翔，但因为有了对文化知识的坚守和追
求，那些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那些砖头和
水泥，在他眼里就会变得与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