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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夸大老师的作用

聚焦

直言

一直以来，老师都被塑造成“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家长对老师寄予厚望，社会也普遍

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

师”。 这种赞美，对老师来说，的确一种鼓舞和

动力。 但是， 把学生教育问题都压在老师身

上，未免过度夸大了老师的作用。

一个孩子的成长，学校、家庭、社会都是

不可忽视的因素， 任何一个因素的缺位都会

对孩子的成长造成影响。 由于夸大了老师的

作用， 一些家长渐渐地淡薄了家庭教育的意

识。 他们认为教育孩子，老师是第一责任人。

如果孩子学习成绩不佳或是犯了错误， 他们

不会先从自身寻找症结，只拿老师说事，这对

孩子的成长并没有帮助， 反而会给老师带来

巨大的压力。 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 30%的

老师患上了轻度忧郁症，20%的老师时常感到

强烈的焦虑感， 老师的心理健康问题亟需社

会的关注。

老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 耐心地传

授知识， 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 是老师的本

分。 可是老师并不是万能的， 古代教育家孔

子、近代教育家鲁迅、著名的教育家魏书生都

曾表示，自己也有教不会的学生。 对于不适合

或是极度不愿意学习的孩子来说， 老师也有

力不从心的时候。 仅以此来判断一个教师是

否会教、是否称职，实在是非常荒谬。

新语

近日，央视名嘴李咏携其作品《咏远有

李》来到成都科技电子大学，举办了一个小

型的售签会。 在其间的演讲环节中，李咏当

着众多女生的面大谈“荤段子”，甚至称，“大

学期间不失身，就等于白过了，尤其是男生，

如果毕业后还是童子鸡就不会跟人打交道，

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

读罢这则消息， 笔者心里真不是滋味。

央视名嘴，是大学莘莘学子们崇拜的公众人

物，他们的言谈举止都备受关注。 虽然李咏

在央视主持人群落中， 举止言行比较另类，

也不像其他主持人那样中规中矩，但如此不

考虑大家的感受，将“荤段子”端上大学殿

堂，怎么说都不恰当。难怪李咏此言一出，电

子科技大学的男生们立刻“上火”了，一名同

学甚至表示：“李咏的话恰似一把匕首插在

我心灵的痛处，我顿时真想走上台，夺过他

的话筒，赶他出去”。

然而，在指责李咏行为失当时，我们也

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是谁让李咏登上大学讲

台的？毫无疑问是大学里的活动主办方。细

看这次活动本就是为了满足大学生的好奇

心举办的，无论是主办方还是参加者，没有

人会希望李咏一本正经地宣扬好好学习的

思想，也没有指望从这场演讲中收获人生启

示。既然学生们只为一睹央视综艺一哥的风

采， 那么李咏也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

事———还原本色。

与其抱怨讲荤话的李咏，不如反观一下

我们浮躁的大学校园。如今，越来越多的“明

星签售会”、“明星见面会”走进了大学校园，

受到了学生的热捧，而一些真正的学术讲座

却难见踪影，并且参加者寥寥数几。 学术氛

围不在，大学生既然只追求娱乐效果，又何

必指责其说话过于低俗， 反正说来说去，只

是图个热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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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县教师进修学校 向子权

最近，县里举行名师评选活动。 肖老师是

我们乡公认的优秀老师，在老师和学生心目中

都有较高的地位，我们认为他去参选肯定很有

把握。 谁知名单刚一报上去就被刷了下来，理

由是学历不过关。 评选名师要求教师至少是本

科学历， 而肖老师是早些年的中师毕业生，后

经过自考才获得了大专文凭。 虽没有本科文

凭，但肖老师在教学和教研方面的成果都是我

们这些年轻的本科毕业生望尘莫及的，仅因学

历就被挡在名师门外，实在让人惋惜。

何为名师？ 我想应该是指教育界的人才

精英，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先进教育理

念的创立者和教育实践的带头人。 众所周知

的名师如陶行知、叶圣陶、斯霞、魏书生等，大

致都有这样一些特征：一、专业技术精深，综

合素质较高，教育理念先进，具有较强的驾驭

课堂的能力和独到的教学育人技巧。 二、对教

育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践行自己的教育理

念的过程中影响和培养了一批人， 有一定的

教研成果。 由此可见，名师的“名”在于其先进

的教育思想、 独到的教育方法及折射出来的

社会效应上，和学历、职称并无直接联系。

前段时间，香港大学授予了 82 岁的宿舍

服务员袁苏妹“荣誉院士”称号。 袁苏妹是个

普通的人物，没有大学学历，但她用心对待自

己的工作， 几十年如一日，“以自己的生命影

响大学堂仔的生命”，是“大学宿舍的灵魂”。

荣誉院士和名师， 除却职位和工作性质的不

同，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表现出色的人。 只要

他的成绩能让所有人折服， 谁会在乎他的学

历呢？

魏书生说：“名师，就是做事业的教师。 ”所

以，评价一名教师是否具有名师的资格，应该

看其事业的大小，以及他的教学是否能让学生

受用，家长满意，社会肯定，而不是着重于那些

硬性的指标，如学历、职称、教龄等，唯有这样，

才能评选出真正的名师。

“不拘一格降人才”，名师评选切勿以学历

做门槛！

2010年 5月 19日 星期三

B3

编辑：姚瑶 版式：夏艳辉 篆刻：刘泽荣

电话：0731－84326428� � E-mail:kjxb0731-118@163.com

博览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鼎城区双桥坪镇中学一级教师蔡超兰

师说

4 月 26、27 日，不是假期，也不是周

末， 可六安市舒城县城区的多所中小学

乃至幼儿园的上万名学生却放假了。 放

假的原因是这两天县城召开了一个重要

会议，副县长余靖向记者表示，给学生调

课是为了避免开会期间出现交通拥堵。

调课没啥大不了的， 教师有紧急事

情要处理或生病，都有调课的可能。然而

舒城县的调课，无论是声势之浩大，还是

人数之众多，抑或理由之冠冕堂皇，都属

史无前例。

笔者联想起了一连串类似事件，如

为迎接国家考核组验收“文明城市、园林

化城市”创建情况，郑州市教育局要求当

地小学生不准骑车上学， 同时严格限制

中学生骑自行车上下学人数； 如某地会

堂发生火灾， 主持人却举着话筒高喊：

“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这一系列的新闻事实都充分体现出，在

张狂、霸道的权力面前，教育的软弱和无

力。

为什么学生们要为会议让路， 而不

是会议绕开上学高峰，在礼拜六、礼拜天

举行？ 这无疑是部分政府官员权力脸面

的需要。他们所谓的“重视教育”，只是说

在嘴上，写在纸上，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将

教育变成了“软橡皮”，可以随便揉捏、调

整。

说到底，这个会议到底有多重要，我

们不得而知。但是即使是全国两会期间，

也没有听说北京所有中小学要因此而停

课。在美国，总统的车辆遇到学生们的校

车，也要让路，以保证学生安全，而在我

国，仅仅因为一个会议，便要上万学生全

都放学在家， 行事逻辑的颠倒不得不让

人汗颜。

保证学生正常的上课秩序不因非自

然因素不受打扰， 这是对教育起码的尊

重。为了保证交通顺畅，在会议期间完全

可以安排交通部门进行道路的疏通。 学

生“被停课”让我们看到的是教育在权力

面前的崩坏，是对教育的莫大讽刺。

洞口县古楼八一学校 刘永中

观点

教育，一个温情而高雅的词。 然而眼下，在

不少校园里，毫无温情可言的恶性事件却频频

发生。 羊城晚报记者日前通过网络搜索发现，

关键词“教师殴打学生” 的新闻竟有 400 多万

条。 不少老师以爱的名义对学生施暴。 恨铁不

成钢、 棍棒之下出人才等传统的教育思想，让

师生关系陷入了僵局。

笔者曾看过读过一篇题为《宽容是一种拯

救》的文章，深受启发。 2005 年秋季的一天，两

个失落的美国少年在加州的一个林场里，恶作

剧地点燃了那片丛林，他们的目的就是想看到

消防警察灭火时的慌乱和焦灼。 结果，一名刚

参加工作不到一周的消防警察在扑救火灾时

不幸牺牲了，留下了早年丧夫、含辛茹苦抚养

他长大的年迈母亲。 两个无知的少年开始遭受

愤怒市民铺天盖地的谴责和警察的四处追捕，

过着流浪逃亡的生活。 正当他们准备自杀结束

生命的时候，他们从电视上听到了那位母亲的

讲话：“你们现在一定活得很糟糕，很可能生不

如死。 作为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谴责你们的

人，我想说，请你们回家吧，家里还有等待你们

的父母。 只要你们这样做了，我和上帝一道宽

恕你们……”两个少年被这位伟大的母亲用宽

恕和博爱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一个悲剧的

故事就这样以温馨的结局收场了。

有位哲学家说过：“青年人犯错误上帝都

会原谅！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我们都会遇到

许多问题学生，都有许多令人生气、心烦、暴怒

的时刻。 当你欲大发雷霆时，别忘了用冷静浇

灭怒火，让宽容和博爱充满心间。 因为，宽容与

博爱是一种教育智慧，是一种教育修养，是一

种对成长的期待， 它洋溢着教师的人格魅力，

也会感染等待升华的心灵。

教师需要宽容与博爱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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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李咏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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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评选岂能以学历作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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