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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世
说新语，今
有师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志美聊天

大学生掏粪
的反思
湖南理工学院 李志美
近日，山东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处招聘
的 5 名大学生掏粪工，经过半年的试用期正式
签订聘用合同并上岗。 这 5 名大学生掏粪工是
从 391 名报考者中
“
脱颖而出”的，录取比例近
80:1。
所谓
“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就业形势依然
严峻的今天，大学生能够挣脱传统就业观念的
束缚，摘下头顶上的
“
桂冠”，放下身段，挑起大
粪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理性的选择。 俗话
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卖肉也好，掏粪
也罢，都为社会所需，都能成就事业。 对于大学
生的就业选择，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话虽如此，
大学生掏粪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
们的重视和思考。
首先，它凸显了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困境及
尴尬。 据报道，2010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达
630 万，加上去年未就业的 80 万大学生，使我
国大学生就业的形势异常严峻。 中央对此高度
重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千方
百计扩大就业，中央财政拟投入 433 亿元用于
促进就业。 如何用好这笔钱，帮助大学生顺利
就业，是让人民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的题中
之义，必须引起重视。
同时，它暴露了当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的
一些弊端。 近年来，一些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存
在
“
跟风”、
“
追热”的现象，对各类专业人才需
求的规律性缺乏研究，导致供需失衡，人才
“
滞
销”，不少学生走向社会才发现学非所用，用非
所学，不得已才选择错位就业。 拿这 5 名大学
生掏粪工来说，他们所学专业为会计、建筑、计
算机、法学等，所从事的却是挑粪的苦力活。 因
此，进一步深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优化
专业设置迫在眉睫。
此外，大学生当掏粪工也揭露了一些用人
单位的不良心态。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情况
下， 一些用人单位总是以强势群体的姿态出
现，招聘起来往往鸡蛋里挑骨头，明明是极其
简单普通的体力劳动，却非要大学生不可。 更
有甚者拿招聘大学生当炒作的噱头，借以吸人
眼球，扩大宣传。 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知识的
不尊重， 是对正常的就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
有关部门必须加以引导
和规范， 必要时应给予
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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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门紧闭安全还是不安全
永州市第九中学 严丽荣
3 月 23 日上午，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实验
小学门口发生特大凶杀事件，一名中年男子持
刀连续刺杀等待进入校门的小学生，造成 8 名
学生死亡，5 名学生重伤。“为什么一定要到 7
时 30 分才开门？ 如果学校能早点开门，孩子们
就不用聚集在门外被伤害……”一些受害孩子
的家长带着强烈的悲痛发出追问。
去年年初，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当前加强
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 指出：
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
分别不能超过 6 小时、7 小时和 8 小时。 一些地
方为贯彻落实这一精神，就规定了学校大门的
开关时间，要求学生不提前到校，放学后也不
准在校内逗留，表示这么做是为了保障学生的
睡眠与休息时间，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学校

的做法看似没有不妥。 那么，延平实验小学受
害孩子家长的追问就没有道理了？ 想想看，提
前到校的学生要在门口等候， 会发生些什么
呢？ 一些调皮的孩子可能在旁边推推搡搡，追
逐打闹，而不少学校大门口就是车水马龙的街
道，安全问题令人忧；一些“小混混”们可能趁
此敲诈勒索，吓唬孩子。
现在，许多中小学校都将“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作为自己的办
学宗旨，反复强调“安全重于泰山”，而这“
7时
30 分开门”的学校规定似乎违背了学校一贯宣
扬的宗旨。 南平市教育局一位副局长对此解释
说，“学校 7 时 30 分开门， 这是符合文件规定
的。 一所学校要有效管理，必须规范作息制度，
这也是一种纪律，不能因为家长个人的原因而

增加学校的管理负担。 ”
“
管理负担”，一语道破天机。 可是，学校不
曾想，一些家长上班早，不得不提早将孩子送
来；一些孩子要做值日，不能迟到；一些孩子喜
欢与同学在一起，想早点到校……其实，学校
完全可以安排教师轮流值早班， 提前到校，组
织早到学生进专设的自习教室学习或进行体
育锻炼，教育他们遵守学校纪律、爱护公共财
物等，不让学生安全出现空当，让家长放心，孩
子安心。
学校是学生求学的学园，也是学生依恋的
家园，是能够让学生享受到快乐的地方。 真诚
地希望我们的学校大门能随时为学生而敞开，
接纳他们，呵护他们，使之成为一片让学生心
灵向往的蓝天。

新语

为师爱
亲情化喝彩
涟源市仙洞中学 肖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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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灾区学生惜水之情
邵东县两市镇三小 罗立志
3 月 27 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来自重旱区
的一个感人故事：云南弥勒县散坡希望小学四
年级学生段丽娟每天把学校发放的爱心矿泉
水省下来，带回家给爸爸和弟弟喝。
小丽娟的五口之家全部生活用水靠的是
一口地下水窖， 现在水窖仅有五分之一的存
量。 为了能让家里有更多水用，懂事的小丽娟
每天都把学校发的每天一瓶的矿泉水攒起来
带回家。 用两周时间攒下的七瓶水，除四岁的
弟弟喝了一瓶，其他的都没有开封。
采访的记者有意考一考段丽娟，问她如果
明天下雨了，会做什么。 段丽娟真情地说：如果
明天下雨， 我会把收集起来的雨水送到菜地，
让因为干旱“张开嘴”的土地嘴巴合上；如果明
天下雨，我还要把雨水收起来，留着慢慢用。
看到这里，笔者不禁为这个小学生的懂事

明理拍手叫好。 大灾面前，小学生都懂得节约
用水，相互让水，这是多么珍贵的抗旱精神和
行动。 西南五省遭遇百年一见的春旱，五千多
万人饮水困难， 广西一千多所学校被迫放假，
让灾区人民备受煎熬，全国人民焦急万分。 而
据报道，这严重的旱灾要延续到 5 月份，才能
缓解。 在这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全国人民要
发扬抗击汶川地震的精神，全民动员，伸出爱
心之手，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分钱，购买“爱心
矿泉水”，支援灾区人民，让灾区的学生早返校
园。
水是生命之源。 一瓶爱心矿泉水，就是一
个生命的延续。 灾区小学生爱水惜水的情谊和
行动，感人肺腑。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警醒，不
节约用水，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就是自己的
眼泪。

直言

春游不能废止
株洲市天元区教育局 叶军
“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是《论语》中记
述孔子春日带学生到郊外踏青的情景。 然而，正值
春暖花开、万木吐翠之际，春游却成了大多数孩子
的奢望。 究其原因，学校、教师、家长最大的担心还
是安全问题。 安全之外，家长对费用方面也颇有微
词。 据了解，一些学校简单地把春游等同于组织学
生外出旅游，而且游的时间越来越长，游得越来越
远，钱也花得越来越多，因此招致部分家长抵触。
事实上， 家长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多和大自

师说

然接触，而不只是在教室念书，回家完成作业。 一
位教育部门的人士认为， 现在的安全教育多是禁
止式的，比如，不要乱动电器，不要去哪里游泳，不
要去春游……而不是告诉学生如何避危和一旦发
生事故后如何自救。 禁止孩子去尝试、去接触实际
生活中存在的各种情况， 单纯利用各种规章制度
或者科技手段来
“
圈养”，极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
目前， 中小学生的安全问题已经形成一个怪
圈： 一方面大人不放心让孩子到社会生活中去锻

乐在工作中，喜在收获时。 ——
—临澧县修停弦中学一级教师莫升珍

炼， 另一方面， 得不到锻炼的孩子独立生活能力
差，只能更让人担心。
其实，该不该春游，只是一种表象，更深层次
的诘问是：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 这些能力只能在实践中获得，学生只有
通过实践活动去感知，去领悟，靠书本和说教无异
于隔靴搔痒。 学生春游是校外教育的一部分，是学
生走进自然、接触社会、体验生活、锻炼实践能力
的途径，是课堂教育的有效补充。 请告诉孩子——
—
走出教室，视野会更宽广。

新学期伊始， 双峰四中所有教室
内都增添了一个“温馨专栏”。 班主任
在专栏里写满了对每个学生的寄语和
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提示， 提醒学生关
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细节。 为了帮助
学生理财，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老师
们还和学生一起制定生活开支计划，
并适当参谋监督。 为解决贫困生问题，
该校尽量压缩外聘临时工， 鼓励困难
家庭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善自己
的生活境遇。
听到这样的消息， 笔者不禁为双
峰四中的这种师爱亲情化管理大声喝
彩！ 时下，农村留守儿童越来越多，他
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亲情饥渴症”。
长此以往， 对这部分学生的成长是颇
为不利的。 而积极实施师爱亲情化管
理，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淡化留守学生
的孤独心理， 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亲情
般的师爱关怀，感受到班集体的温暖，
以此来弥补亲子关系的暂时缺失对其
人格健全发展的消极影响。
众所周知， 爱是营造和谐师生关
系的基石，师德的核心表现在师爱上。
但在以往严厉的、高压的师爱之下，学
生们不愿意向老师们敞开心扉， 倾吐
内心。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学生
不愿意把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告诉老
师，不愿意与老师坦诚相见，那么谈论
任何教育都是不可能的， 受教育者向
他爱戴的教育者敞开自己的心灵，是
一个彼此促使思想和感情高尚起来的
过程。 ”师生关系的亲情化，让学生感
受到老师对他们发自心底的爱， 感受
到一种心灵的轻松与愉悦， 从而拉近
了师生心灵间的距离，学生自然会“亲
其道，信其师”。
双峰四中的师爱亲情化管理，真
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尤
其是对留守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非常
现实的作用，值得推而广之。

春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