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出现中文“到此一游”
的消息引发众多网友关注，随后网友“人肉”出了当事人，
为南京一名 15岁中学生。 其母主动约见媒体， 并流泪致
歉：怪我们没有教育好，恳请大家给他一个改错的机会。

(5月 26日《现代快报》)
� � � �时下孩子坑爹的事情不少，有的是“破格”录用提升，
最后东窗事发，有的给父母丢尽了脸，有的让爹娘失掉了
乌纱。 家长从小对孩子溺爱，到头来自己吞下了苦果，后
悔莫及，悔不当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没有后悔
药的， 这次孩子在外国文物上写字， 我不知道父母在不
在，导游在不在？ 如果在，为何不提醒不制止？ 也许有人
说，他还是个孩子，是个个案，要宽容，要保护，此言差矣，
正因为他是一个孩子，更有教育和反省的必要，如果孩子
的一点差错，都不敢批评教育纠正，护犊子的毛病让更多
的人无知无耻、明知故犯、骨牌效应，我们这个民族还有
什么出息？

文明是人的第一素质。 反思教育，现在对学雷锋和见
义勇为的事儿讲得少了， 遇到事情不提倡孩子见义勇为，
把孩子当成花瓶一样捧着供着。 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学生不
懂得救人的方法，遇到紧急情况要么惊慌失措，要么仓促
应对做了无畏的牺牲;在社会生活中交友不慎、遇到坏人侵
害时胆小怕事，失去了反抗意志和摆脱技巧;甚至有的学校
搞起了所谓的女校，这不是对女孩子的保护，而是对她们
各种能力的屏蔽。 还是那句老话，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
教就变坏，面对社会转型和社会诱惑，对于独生子女教育，
需要大家对孩子严苛一些，不能从小纵容任性，根基不牢
地动山摇，到头来老泪纵横徒添烦恼，到哪里去找幸福感。

5 月 24 日，海南省万宁市检察院有关人士
透露， 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某鹏及该市房管
局工作人员冯某松带 6 名小学生酒店开房一
案，万宁市公安局已经侦查终结，以涉嫌犯强奸
罪移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方将在
近期以涉嫌强奸罪起诉两名嫌疑人。

(5月 26日《半岛都市报》)
� � � �事实上，连成人之间都有“防性骚扰”的立
法， 在防止对未成年人猥亵与性侵犯方面却几
乎空白，甚至完全不设防，其实无论如何也说不
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房校长”之所以有机
会伸出魔爪， 很大程度上也来自管理的失职与
防范机制的缺失。

在这方面， 国外一些学校则早设有相对完
善的“防火墙”。 例如，美国的学校，从小学开始
就传授给学生防骚扰的技巧， 一旦遭遇可能的
骚扰，学生都可以报告。除了授予学生自我防护
的武器之外， 美国学校更规定教师与学生必须
保持距离，同时严禁教师与学生单独相处，有了
这些不断完善的校园侵犯的预防机制， 孩子们

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保护。
“开房校长”你终于将身上的外衣脱下来现了形，裸

奔的结果，自有你好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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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7日， 湖北省洪湖市 1000 多名
教师停课在政府大楼前陈情， 认为工资
太低。一位老师称，很多工作二三十年的
高级老师每月工资仅 2000多元。市长夏
锡璠低姿态向教师们坦承家底， 称穷人
难当家， 自己每月卡上的工资也只有
2440元。

（5月 14日《南方都市报》）
教师为何要停课？ 从报道中不难发

现，一方面是绩效工资太低。干了二三十
年的高级老师，每个月的工资也就 2000
多元，同时，学校的教学设备落后；另一
方面是感受到不公平。教师工资如此低，
可教育局却是“富丽堂皇”的，这座新办
公大楼 2012 年年底建成使用，共 12 层，
占地约 20亩。而且在教育局上班的有一
两百人编制却只有二十几个， 更重要的
是， 工资差不多， 教师穿得还是“农民
装”，可政府工作人员却穿得像干部。 这
两个原因， 显然不是市长晒出工资数所
能够解决的。

市长晒的工资或许只是工资卡上
的， 但公众却未必相信市长只有那么点
收入，即便是这位市长是相当清明、廉洁
的，可凭借市长的权力，则可以享受到其
它职务消费， 这一点绝不是教师所能够

比拟的。市长晒出工资数，其作用也只不
过给了教师一时的“安慰”，博得教师的
一时喝彩。

按照湖北省教育厅的要求，2012 年
洪湖市的教育支出应该为 3� .38亿元。但
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在 2012 年年初的财
政预算中， 洪湖市财政的教育支出只有
不到 1.6亿元。或许当地的财政的确有困
难。 2013 年全市工资支出 3.74 亿元，其
中教师工资为 1.9 亿元占财政供养人员
37%的老师领走了全市工资支出的一半
多。但经济再困难，却需要按照规定对教
育的投入。“教育是一个不能等的事业，
不能因为财政紧张就忽视教育的发展。 ”
如果对教育真正重视， 就不会让教师们
觉得憋屈， 就不会发展到教师要停课的
程度。试问，当地政府有多少尊重教师的
表现？ 教师疾苦又了解多少？

教师停课，或许在领导的努力下，会
很快复课， 但教育投入如果仍然没有被
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如果教育投入达不
到规定要求，教师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正如有人所担心的，“最怕的就是问题没
有解决，教师们消极怠工。 ”如此，最终受
害的是教育，是祖国的未来。 市长在“晒
工资”之后，更该做些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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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手机如今成了学生的必需装备， 同时也
是多数学校“封杀”的对象。 学生不当使用手
机， 被学校收缴并批评已不是新鲜事。 但近
日，武汉一所复读学校，选择将没收的学生手
机用铁锤砸毁，并设立“手机尸体展示台”展
示。

(5月 10日《生活快报》)
� � � � @ 马安安：再过一周万众瞩目，牵动着
无数人心的高考就要举行了， 在应试教育大
受推崇的今天， 一些人眼里的这场考试将决
定着一位学生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对于武
汉这所复读学校没收学生手机并砸毁的行
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砸手机也是鞭策学
生，让学生把注意力放在最后冲刺上，考出最
好成绩，回报父母和社会的“不得已”做法，初
衷是可以理解的。

@ 明莉：在学校过度使用手机会影响学
习效率以及学习成绩， 这是家长与学校的普

遍观点。但在一所复读学校，学生是经历了不
止一次高考的复读生时， 笔者认为他们更有
自控力也更清醒手机与学习的关系。 校方单
方面的将学生手机“处以极刑”，全方位歼灭
的极端行为，不仅是对学生的不信任，也是教
育暴力化的体现。

@ 郭元鹏：砸手机的做法，的确是粗暴
了些， 但也不该否认这一举动背后那种恨铁
不成钢的心情。老师做得不对，孩子们也不全
对，这里面更多的是对“手机控”现象的无奈。
如果孩子们是正常使用手机， 还会上演砸手
机的尴尬剧吗？

@ 汶金让：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为人
师表的教师更该对学生充满爱心。 人非圣
人，总会犯错，何况正处在豆蔻年华的中学
生。 对于他们的错误，我们唯有采用说服、
教育和疏导的正确方法予以指正， 怎么能
如此简单粗暴，如此绝情呢？那冰冷的铁锤

下去，不仅是敲在手机上，它可能也会狠敲
在一些学生的心上， 使她们永生不忘这种
耻辱和冷酷。

@ 骆驼香烟（网友）：整天忙于功课、抬
头不见低头见的中学生真的有那么多的“业
务”和“客户”需要联系吗？在“手机用途”的调
查选项中，更多的学生选择的则是“玩内置游
戏”和“发送短信”。 看来，手机在校园里所饰
演的角色并不是通讯工具，而更接近“炫耀资
本”和“时尚玩具”。 但毕竟校园不是大杂院，
课堂也并非自由市场，教师严苛“执法”，砸的
不是手机，是玩心！

@ 李想： 砸手机并不是教育的目的，教
师收缴手机是为了给学生一种警示， 让学生
明白玩手机的行为是不正确的， 不能玩物丧
志，因玩手机而荒废了学业是划不来的。但是
收缴手机后怎么处理很考量学校的教育艺
术。

“砸手机”就能砸出好未来？
近日， 一份大学情侣签订的

“恋爱协议书”引发网友热议。 当
事双方都是在校大学生， 刚确定
恋爱关系不久。不少和这份“恋爱
合约”作者同龄的大学生表示，恋
人相处，重要的是感情，“简单、自
然才是校园恋爱的核心”。

（5月 17日《广州日报》）
熟人社会的分崩离析， 陌生

人社会的来临，“契约精神” 的确
“很好很强大”，但并不等同于“契
约精神”是“万金油”。 尽管“契约
精神” 的内涵与价值已超出商品
经济的范围，深入社会的肌理，但并不等价
于“契约精神”能够纾解任何东西———起码
有一种叫“恋爱”的东西，“契约精神”维系不
了。 有鉴于此，我对湖北某大学大三女生与
准男友签“恋爱合约”，称以此来考察对方责
任感的方式，持保留态度。

道理并不复杂。 以网上一些相似的“恋
爱合同”为例。“恋爱期间必须相亲相爱，不
允许用任何语言，表情，肢体等形式侮辱对
方”、“双方要坦诚， 相互相信， 相互理解”、

“尊重双方人权， 不能强迫对方做不愿意做
的事”……诸如此番条例，如果彼此真的相
亲相爱，一切应该是自然而然的。 倘若彼此
真的“心心相印”，“如果第一个月相处下来
合适，就续约三个月”不也是废话么。 再说，
即便恋爱伊始时签了不具法律效力的“协议
书”，又能怎样？“闪婚闪离”并不新奇，婚姻
都不再庄重的时下，“恋爱协议书” 难道比

“结婚证”等更具意义。
我能够理解签“恋爱协议书”的初衷：恋

爱不再神圣的现状，让人困惑，令人焦虑，为
了使自己避免“流俗”的伤害，签个协议书、
以契约精神来维系感情， 也是个“次优选
择”。 但，我也认为此般选择不具现实意义，
根本无法为爱情“保驾护航”，反而，谈恋爱
前签个协议，让人想到了“爱情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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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某小学分
校学生小单很长时
间没有洗澡，老师黄
涛闻到他身上有异
味。黄涛用手机给班
上孩子的家长群发
短信， 通报小单的
事，并要求其他个别
孩子的家长引以为
戒。 14日上午，涉事
小学、涉事小学主管
区教育局相继介入
调查。

（5 月 15 日《华
西都市报》）

孩子多日不洗
澡，不但影响自身的

身体健康，如果因为身体散发出异味，也确实可能会给其他同学和老师带来影响。
从这个角度说，这位老师对学生和其家长给予必要的提醒，也是一种尽职尽责的
表现，无可厚非。 但是通过给所有学生家长群发短信，广而告之，是对当事学生和
家长人格和尊严上的伤害，是让人无法容忍的。

文 苑广阔 图 朱慧卿

短 信 示 众

初三开始独自摆地摊挣钱，卖孔明灯两天
获利 5000多元；高二筹借 12万元租门面开服
装店，不到半年就倒闭，亏光了积蓄；高三一边
准备高考一边经营画材店，生意走上正轨……
如今，年仅 19岁的罗敬宇，已经是 4家公司的
主要股东，坐拥 8个实体店、3家网店，资产过
千万。罗敬宇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湖北大学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大一学生。

(5月 16日《楚天都市报》)
� � � � 少年“暴富”，是创业成功的范本，也理
当成为青年人励志的标本。 然而，却有不少
网友发出质疑之声，颇有狐狸吃不到葡萄说
葡萄酸的心态。 其实，众多网友的质疑，也并
非全无道理， 新闻浓墨于罗敬宇的辉煌成
就，但对他成功的细节却是一笔带过，留给
读者无限遐思。 比如说他父亲下海经商，母
亲是小学老师，不是豪门子弟，可是，没有说
明他父亲经商的状况，就断言罗敬宇不是富
二代，这如何让人信服？

另外，还有很多疑点，需要深究。 其一，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在摆地摊失败之后，并
没有显示出特别的经商才能，却能轻而易举
地借到十二万，这真是传奇。 其二，开服装店
血本无归之后，还能说服别人投资 100 万加
盟， 如果他不凭借父亲的商业人脉关系，那
简直是天方夜谭。 其三，一个未成年人，要想
办理好房屋租赁合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等完备的经营手续，谈何容易？

罗敬宇勤奋执着地创业，与很多沉迷网
络、 自暴自弃的青年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也让那些坐吃山空的富二代汗颜。 吃苦
耐劳是人的美德，这一点始终没有错。 没有
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如果一个人的成功，特
别是一个青年人的成功， 得益于他的家庭，
或者是他的亲人，这样的成功，激励效应就
会大打折扣。

少年暴富，谁是他
成功的垫脚石？

□ 黄齐超

“市长晒工资”只是一贴“止痛膏”
□ 滨 兵

“到此一游”
认错的不止是家长

□ 练红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