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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以为 为6年坚持迎送学生的校长点赞

视点华
声

柳宗元铜像的建与拆都是冒犯
【核心观点】柳宗元铜像的建建停停直至拆除，问题不在于一个七千万建设项目的轻举妄动，更
在于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开始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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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内保，就好像国家
有军队一样。”

近日，广州警方经过近3
年侦查， 打掉一个以陈某伟
为首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犯罪
团伙。 为了保护其在众多娱
乐场所的利益， 陈某伟组建
了专门打手队伍， 他经常在
团伙成员面前如此放言。

骄敖： 黑社会老大名字
是啥？名字都不敢公布吗？

醒目纲： 建议查一下背
后有无保护伞！

越狱： 对这些不知天高
地厚、 不知死活的违法犯罪
分子就该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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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户外装一个伸缩式晾衣
架，跑一趟建材市场太麻烦，我直接
拨打 96258 预约了伸缩式晾衣架，
96258 还能免费上门安装， 这样真省
心又省力。 鲁小飞告诉笔者。

现在自动晾衣架最容易坏的两
个地方就是钢丝和摇手器，除了操作
不当，钢丝和摇手出现故障主要是由
于长时间使用磨损所致。 其实只要每

两年定期为晾衣架进行一次全面的维
护，就能延长晾衣架的使用寿命。

而 96258 推出的晾衣架享受国家
三包政策，服务范围主要有：维修自动
升降晾衣架；更换晾衣架钢丝绳；维修
晾衣架转角（万向轮）； 维修晾衣架顶
座；维修晾衣架手摇器(摇手柄，手摇器，
转角，顶座，钢丝绳等），想了解更多详
情请与 96258联系，免费预约上门吧。

换个晾衣架 请电 96258

好繁琐、好烦躁！买了
新车，面临一堆的问题，曾
小姐都快哭了。

“买了新车，现在是新
车上牌、以后车辆年检、补
牌、补办驾驶证、行车证、
代缴桥路费、 车辆违章罚
款等与用车有关的事务，
好繁琐、好烦躁！耗费我大
量时间。”曾小姐春节后用
自 己的积蓄买了个车，但
一想起以后办理这些手续
过程复杂， 再加之路途遥
远，她马上头大了。很多车
主朋友会有相同的经历每
年往往在办理车务时花费
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
结果却是劳力劳心。

现在车主有福啦！从
今以后， 这一烦恼将一扫
而光，三湘都市报96258公
众服务中心将提供车务代
办一条龙服务， 省时又省
心，驾驶证到期换证、驾驶
证损毁换证、补领驾驶证、
自愿降低 准驾车型换证、
补领体检回执、 违章查询
等车务服务都在服务范围
之列。

96258将给车主提供安
心、 开心的规范化汽车服
务， 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
为您的生活提供方便。车主
如有任何涉及车管车务证
照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拨
打96258进行电话咨询。

车务代办 96258一条龙

三湘都市报 96258
婚恋服务郑重承诺： 所有
安排匹配的人员均经过严
格审核和筛选， 主要从单
身青年的婚恋价值观、形
象气质、年龄、职业、身高、
学历、经济收入、家庭情况
等方面综合考虑， 并结合
婚恋心理学原理和社会婚
恋现状，精心挑选，具有较
高的匹配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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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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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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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学校校长每天都
会接送孩子上下学， 还给他们
鞠躬。”近日，居住重庆新牌坊
的市民马先生告诉记者， 这样
的校长自己还是第一次遇见。
据记者了解， 自从该校从2008
年9月1日开始建校以来， 瞿拥
军校长除了外出开会学习，每
天都会准时在校门口迎接学生
们。 也有人质疑瞿校长的做法
是不是作秀。对此，不少家长反
驳：“一个人坚持几年都这样
做，这能是作秀吗？”（9月11日
《重庆晚报》）

一站就是6年，即使作秀，
也是如此的令人感动。何况这
“秀”一作就是6年，坚持做一
件事，能坚持6年，有几人能做
到？最重要的是，瞿拥军校长6
年如一日，每天清晨对每一个

孩子的微笑、鞠躬甚至是轻抚面
颊，让每一个孩子在此刻都最大
程度地感受到了平等、尊重与喜
悦，也相信每个孩子都会怀着最
美好的心情，去开始新的一天的
学习与生活。有人说，“能不能悦
纳来到你面前的每个孩子，这是
我们衡量中小学校长教育家情
怀的第一把标尺”。在这微笑中，
在一声声问好声中，在孩子与校
长相互轻抚脸颊的互动中，我们
感受到了“悦纳”，感受到了瞿拥
军校长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
人文情怀。

这些年来，中小学校长在公
众的心目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官
气十足，与教育家的情怀和形象
越来越远， 越来越面目狰狞。首
先，现在许多的中小学校长和大
学校长一样，已经官员化，不再

是教育家。 别说是在门口微
笑、鞠躬迎接孩子，能亲口品
尝孩子制作的饼干，能抚摸一
下孩子的脸蛋，能与孩子击掌
告别了，就是见个面都几乎是
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 在应试教育背景之
下，校长眼中只有“生源”，只有
分数，只有“实验班”和“优等
生”。换句话说，在一个人文精
神缺失、教育家匮乏的时代，我
们的校长们也大都已经被极端
的功利主义所绑架。 在他们的
世界里， 只有升学竞争名利场
的蝇营狗苟，而绝不会6年如一
日地站在校门口去“悦纳”、去
观察、 去体恤每一个出现在他
们面前的孩子、 每一个独立的
人、 每一个独立的存在差异的
生命个体。

尊重每个孩子，尊重每个孩子
的独立人格和生命价值，既是教育
的起点， 也是教育的必然归宿。这
种尊重，有很多种方式，6年如一日
地在校门口“悦纳”就是其中一种。
所谓的师道尊严， 并不是正襟危
坐、高高在上装出来的，而是体现
在微笑、鞠躬，或者尝一口饼干、击
掌告别和抚摸脸蛋的细枝末节之
中。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
看着迎送他们的校长和蔼可亲的
面容，一定也会开心愉快，能健康
快乐地成长。让我们为“中国好校
长” 瞿拥军点赞，也期待会有更多
的校长们能多一些人文关怀，能平
等、 和善地尊重和爱每一个孩子，
能像瞿拥军校长一样，通过自己不
同的方式，来“悦纳”每一个出现在
你面前的孩子。

■石敬涛

8月开始，广西柳州开始拆
除尚未完工的位于该市风情港
旁边的柳宗元铜像底座。 按设
计规划， 这座柳宗元雕像高达
68米，可以360°旋转，欲建设
成为“国内最高的人物铜像”。
该雕像由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概算投资7000万
元建设。项目于2012年动工后，
2013年年中停工， 而巨大的雕
像底座和核心柱子部分已矗立
江边。(《法制晚报》9月11日)

柳宗元又称“柳柳州”———
柳州名扬天下， 也在很大程度
上受惠于这位历史文化名人。
因此， 柳州以柳宗元为城市文
化形象， 采取必要的形式加以
缅怀纪念，本无可厚非。但是，
有必要耗费巨资，建设一座“高
大上”的铜像，欲与天公试比高
么？至少，对柳宗元本人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

首先，柳宗元生性淡泊，外形
并不高大伟岸， 苏轼曾形容他是
“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其淡
泊只有陶渊明能与之相提并论。对
于这样一位生性朴实的人来说，柳
宗元肯定不希望在离开人间一千
多年后，自己还那么高调地抬起身
姿，喧扰于尘世。成为“国内最高的
人物铜像”， 完全与柳宗元精神品
质不搭，属于后人强加于身的文化
冒犯，有些无知与狂妄。

其次， 柳宗元以诗文及其哲
学思想、历史事迹流芳千古，是凭
借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树立起了他不可磨灭的文化形
象。相较而言，即便耗资七千万，
看似高大坚固的铜像， 既原本就
可能失真于历史， 又脆弱得说拆
就拆了。 在柳宗元无形的文化形
象与具象化的人物铜像两者之
间， 柳州可谓舍本逐末、 买椟还
珠。立像，看似对柳宗元的敬重，

实则是大胆的破坏———破坏了
人们对柳宗元的文化想象力，
也高估了现有的文化创造力。

假如柳宗元在世，看到这一
切，也一定会说：赶紧拆了那铜
像！当然，假如柳宗元还在柳州
主事， 根本就不会有这事儿。回
看历史，柳宗元在柳州的所作所
为，无不与关心民瘼、关注民生
有关：他奋勇破除当地不敢破土
挖井的迷信， 亲自勘地寻址掘
井， 解决了当地民众的饮水困
难；为发展经济，促进生产，他身
体力行，带头种植柑桔，还想方
设法解放奴婢———在他身上不
自觉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
政理念，这些作为也比任何质地
的塑像更为牢靠地树立起他的
历史形象。

现在，柳宗元的铜像终于还
是开始拆了，但如同当初草率开
建一样，拆也没有给民众一个明

确交代。只有一名当地城投公司相关
负责人声称：“对外我们只说资金不
到位。”这或许是实话，据了解，当地
九大融资平台总负债融资额约1000
亿元。如果这就是全部真相，那么，柳
宗元铜像的建建停停直至拆除，问题
不在于一个七千万建设项目的轻举
妄动， 更在于这可能是一个开始、一
个象征：盲目建设与投资冲动下的经
济泡沫开始破灭，象征着地方融资平
台的经济风险正在逼近。

话至于此，那柳宗元也不过是当
地泡沫经济的一个由头，不准建设厅
堂楼馆，那就建设名人铜像———至于
铜像塑成什么样， 本就不是关键。而
这成本高昂、风险巨大的游戏终有玩
不下去的时候，其成因在于民意的缺
位、 当权者重政绩工程、 轻民生疾
苦———换言之， 既匮乏现代执政理
念，又对柳宗元精神缺少继承———而
这现象并非柳州独有，更令人忧虑。

■本报评论员 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