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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小河中学 周芳元

遍观中国， 几乎所有知名的大学

都处在喧嚣热闹的城市。 越是繁华的

城市， 大学的数量就越多， 名气也越

大。 然深思之，这种格局对学生和学校

的发展极为不利。

一方面，身处喧嚣热闹的城市，学

生很容易迷失自己， 滋长享乐主义和

拜金主义思想。 另一方面，学生的精力

很容易被分散， 不能全心地去钻研学

术。 唱歌、跳舞、娱乐、上网等活动占据

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 真正用来学习

的时间可谓是少得可怜。

学校应是一方净土， 可喧嚣的城

市，很难让学校不沾染上腐败。 若将大

学办到农村去， 或许对学生和学校的

发展有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功效。

首先，它能有效地促进教育均衡。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还非常薄弱，若是

有大学去充实和帮助， 则能很大程度

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 同时将大学办

到农村去，能有效繁荣农村经济，提高

国民的整体素质， 若是农村大学寒暑

假能敞开大门，广纳民众，更是能使资

源得到合理利用，农民素质快速提高。

其次，农村环境优雅、资源丰富、

民风纯朴，有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习，

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是学术

研究的好土壤， 对于学生正确的人生

价值观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生在这种氛围下能养成吃苦耐劳的

精神，亦能体会农民的辛酸，能自觉培

养为群众服务的民本品质。

2010 年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年，所

以我们也不妨改变传统思路，考虑将大

学办至农村，或许，许多长期以来困扰

我们的教育顽症都能迎刃而解。

新语

最近，笔者从网上看到这样一则引人深思的短

文：在某车间的一个角落，工人需要爬上爬下，因此

放置了一个活动的梯子。 用时，就将梯子支上；不用

时，就把梯子移到拐角处。 为了防止梯子倒下砸人，

车间管理人员特地在梯子旁边贴上标语“请留神梯

子，注意安全”。 然而有一天，一位专家在参观车间

时，看到梯子的摆放和旁边的提示，便建议将提示修

改为“不用时，请将梯子横放”。 一个新的条幅挂上

了，多年的习惯也随之改变，谁用完梯子都自觉地把

梯子横放在原处。

两个条幅都显示出管理者对安全工作的高度

重视。 不同的是，第一个条幅是出于一种提醒，第二

个条幅则提出了解决方案，并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

芽中。孰优孰劣，不辨自明。这则故事，对学校安全教

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很值得学校管理者

学习与借鉴。

如今，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 为了加强安全工作，学校专设安全办公室，配

备专门的安全员，写标语，搞活动，开讲座，安全教育

开展得如火如荼。 主管部门对学校的安全工作更是

定期不定期地检查，对安全教育情况进行评估与监

测。

但是， 这样的安全管理却往往存在于材料档

案，存在于标语口号。真正的安全教育需要从实际行

动上下工夫。 学校管理者不仅要告诉学生为了安全

不能如何做，还要告诉学生为了安全应当如何做。

有了这样的管理理念，管理者可以将楼梯的标

语“不准打闹，不准推挤”改为“小心慢行，请靠右行

走”；将食堂的水池边的“小心地滑”撤去，铺垫一条

防滑布……如此，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中，让学

生在无形中远离隐患，这才是学校安全管理的最高

境界。

石门县雁池中心学校 覃业彦

古有世

说新语 ，今

有 师 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涟源市仙洞中学 肖春辉

4月 18日，胡锦涛总书记到玉树孤儿学校

看望学校师生。 他和学生们进行简短的交谈

后，转身用楷书在黑板上写上“新校园，会有

的！新家园，会有的！ ”两行字，还将这两句话像

老师一样认真地领读了一遍。 总书记离开后，

许多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学校的师生，纷纷站

到黑板前拍照留念。 4 月 19 日，这块黑板被运

往西宁博物馆，永久保存起来。

玉树孤儿学校校长尼玛仁增说，这样做是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看到党和国家的关怀，

让孩子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让孩子们在灾难

中学会珍惜，更看到希望。

玉树地震紧紧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胡总

书记在国难当头时， 义无反顾地中断国事访

问，回到国家，指挥救灾，亲往灾区一线深入到

最需要危险的地方，访问灾情抚慰灾民，实在

让人感激和钦佩。 高原严重缺氧，呼吸困难，又

出现了沙尘暴， 更缺少抗击高原反应的药物，

许多战士被迫离开灾区。 由此可以想象，年近

古稀的总书记和总理， 与年轻人一样接受考

验，是多么不容易！

“新校园，会有的！ 新家园，会有的！ ”这是

富有责任感的党中央的心声！ 这是富有民本思

想的热情关怀！ 这是富有号召力的全民动员！

2008 年春天南方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同年 5

月 12 日汶川 8.0 级大地震， 大家都共同努力，

走出了灾难的阴影。 这次中国人民将向世界再

次证明，在困难面前，我们绝不低头。

“新校园，会有的！ 新家园，会有的！ ”这是

胡总书记的心声， 这也是 13 亿炎黄子孙共同

的心声。 所有的爱心和力量一齐汇向玉树，相

信玉树重建生态旅游城市的奇迹，不久就会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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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短浅时时烦，心脑开阔事事乐。 ———临澧县四新岗镇中学高级教师毛四妹

师说

曾记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过：“一个社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净

土，这个净土就是学校。 ”一直以来，学校

被人们认为是最后一方净土。 然而不知从

何时起，学校这方净土也开始变得不再纯

洁和安宁，沦为了权力的附庸。

日前，网上出现一篇热帖，称河北魏

县为举办第十届梨花节，从全县教育战线

选拔 160 名年轻教师作为礼仪、 导游，还

配有相关培训时的照片，遭到不少网友非

议，说教师“被不务正业”。

近年来，诸如此类的教育怪象不胜枚

举。 此前有媒体报道，南京某大学舞蹈编

导专业全体女生，被学校强行组织参与一

场接待来访领导的陪侍任务，陪一些中年

厅局级干部跳交谊舞； 山西 30 余名即将

小学毕业的学生，头顶烈日徒步往返近 10

公里，被学校派往邻村帮山西晋城一位副

部长之母抬花圈；郑州某学校组织小学生

顶寒风穿夏装演出迎接领导视察……在

权力的指挥棒下，一些极其荒唐的行径纷

纷在学校这方净土粉墨登场。

教育是呵护生命与灵魂的事业，教育

的功能是传播文化知识，教育的精神是正

义和自由。 然而，当前我们的教育缘何走

不出权力的阴影，坚守不了原有的功能和

精神，保持不了应有的品味和格调？ 笔者

以为，一方面是因为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在

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中还处于弱势地位，

阻碍和牵制教育发展的绊脚石和藩篱太

多，教育缺乏独立和自由发展的土壤。 另

一方面， 是因为权力腐败和权力泛滥成

灾，过多地干预教育，染指教育，把教育看

成了“唐僧肉”，把教师和学生当做了公用

的道具。 拿女教师被选拔为礼仪和导游来

说，如果不是因为权力的诱逼，服务三尺

讲台的教师谁愿意跑到梨花节上去“服

务”呢？

教育一旦沦为权力的附庸，势必就会

破坏教育生态，违背教育精神，损害教育

的形象和地位。 窃以为，在残酷的现实背

景之下， 如果不想方设法管好权力之手，

给教育一方独立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学校

想成为净土，恐怕永远只是一个传说。

邵东县两市镇三小 罗立志

观点

据《成都商报》报道，成都某小学四年级老师

布置学生写一篇题为《危机时刻》的作文，结果班

上 40多个孩子有 30多个写的是自己如何智斗

人贩或小偷， 其中有 26个同学承认是自己编造

的。 因此，老师认定这类作文是撒谎作文。

有网友认为，这样的“谎作文折射了社会语言

的假大空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语文教育的苍

白。 但笔者却认为，这种撒谎作文所昭示的问题

其实未必真有那么严重。 我想，只要孩子们写得

合乎情理， 完全可以为之提供一方丰饶的土壤，

任其茁壮成长。

作为小学四年级学生， 面对老师的作文命

题———“危情时刻”，也许一时间束手无“菜”，或许

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过那样的危情时刻，或许觉

得自己经历的危情时刻一点都不惊心动魄，于是

只好急中生智，编写出“如何智斗人贩或小偷”之

类的故事来。 小孩子原本是富于幻想的，他们崇

尚正义，向往英雄。 我想，让他们在作文练习中展

开想象的翅膀，虚构一回，英勇一回，又何尝不可

呢？ 再说，培养孩子们的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本

是语文教学题中应有之义，结合作文实践，让孩

子们来点激情想象，又何借之有？

当然，撒谎作文也要看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如果不该撒谎而撒了谎，那确实是不应该的，教

师应该及时而正确地加以引导。 比如写“我的母

亲”，如果孩子们个个都是写母亲“给我雨中送

伞”或是“深夜背我上医院”等大众题材，那就值

得教师注意了。 因为，天下母亲不可能是千人一

面的母亲！ 对这类撒谎作文， 我们应该齐声说

不！

这种撒谎作文可以有

点击

湖南理工学院 李志美

从“梯子横放”看安全教育

教育不应沦为

权力的附庸

有感于总书记两个“会有的”

不妨将大学

办至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