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诤言

多年来，我国在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上投入巨大，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不可否认，社会对于乡村

教师的关心和关爱还是有所欠缺。李黎明的去世是一次警钟，值得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并作出应对。愿

李黎明的遗憾不再重演。

◎新语

为老师配相机叫好

□ 湖南 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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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你的身体还好吗

古有世

说新语，今

有 师 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聚焦

我们愿意相信，李刚父子的泪是发自内心的。尽管其来也晚，其善也伪，但这样的表态本身，仍然是对

死者和伤者生命的尊重，是对舆论和公众的尊重，是对正义与道德的敬畏。然而，即使流泪道歉没有迟到，

即使释放的是人性之善，这善也来得太迟了。

“李刚门”道歉还不够

在一定意义上说， 作为权力的“身边

人”，李启铭的言行表现得那样嚣张、跋扈、

霸道、冷漠，正是权力放纵后果的折射，他自

己则正是权力放纵的牺牲品。

在央视镜头前，河北大学校园车祸肇事

者李启铭及其父亲李刚痛哭流涕，向受害者

家属道歉，表示深深的自责。对此，受害者家

属和公众似乎并不领情， 反认为这是在搞

“危机公关”。

如果不是在舆论沸腾 5 天之后；如果不

是河北大学疑似发布封锁消息，学生保持奇

怪的沉默；如果不是网络强光照射出有关当

事方许多可能更棘手的事；如果是在事发后

的第一时间， 当晚来不及就在第二天一大

早；如果是直接面对受害者家属……我们相

信，即使是作秀的流泪道歉，也仍然会博得

受害者家属和公众的谅解。

我们愿意相信，李刚父子的泪是发自内

心的。尽管其来也晚，其善也疑，但这样的表

态本身， 仍然是对死者和伤者生命的尊重，

是对舆论和公众的尊重，是对朗朗乾坤的敬

畏，是对正义与道德的敬畏。然而，即使流泪

道歉没有迟到， 即使释放的是人性之善，这

善也来得太迟了。

今天，没有人不明白“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的道理。 李启铭是成年人，当然能意

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敢醉驾并逃逸，能够

说出“有本事你们告去！ 我爸是李刚”如此

嚣张霸气的话语， 绝非七八岁小儿的诳言

诞行。 如果没有平日里言与行的一以贯之，

如果不是在其父亲李刚担任副局长的区公

安局辖区肇事，如此言行不太可能。 硬要说

这是酒后的孩子气话， 谁信谁都会觉得自

己傻。

世间万事，岂有无因之果？有今日之果，

必有昨日之因。 对于握有权力的人来说，对

权力太放纵，权力就会变得随心所欲、无所

畏惧。 而不对身边人加以管束，身边人也必

然擅权弄事， 在权力的翼护或光环下快活。

在一定意义上说，作为权力的“身边人”，李

启铭的言行表现得那样嚣张、跋扈、霸道、冷

漠，正是权力放纵后果的折射，他自己则正

是权力放纵的牺牲品。

“养不教，父之过。 ”李刚作为握有权力

的人，有其平日对孩子的不教，不严加管束，

也便有今日“我爸是李刚”的仗权倚势。而身

教重于言传，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

事，身教的必然覆盖言传的。如果在嚣张、冷

漠的权力运行环境中耳濡目染久了，孩子的

言行又怎么可能不沾染权力的习气？权力有

多嚣张， 倚权仗权恃权的孩子就有多嚣张。

今天， 连幼儿园都有孩子在比谁的爸爸官

大、决定谁能管谁，已经深刻说明，父辈对权

力的放纵是最能在孩子身上产生潜移默化

影响的身教。

人性的善，就这样在权力的放纵之中

被遮蔽了。 而人性的恶，便会趁机频频作

祟，直到触碰到权力的边界和无法翼护的

边缘方始警醒。 此时再流露出人性的善

来，痛哭流涕一番，已无人肯信，也无减于

其罪责，反被认为惺惺作态，徒留“早知今

日，何必当初”的懊悔。 然则，事到临头悔

已迟，惟给后来者以警醒，懂得谨慎用权，

管教好身边的人。 而这，也正是我们期待

这一大学交通肇事案能够给权力者以触

动和警示的关键所在。

□ 陈家兴

◎辣语

宜章县迎春镇学校校长李黎明，通过毕

生努力、在贫困乡镇办出先进教育的事迹经

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他以

身立教、严谨督学，以天下为己任，关爱邻

居、关心同事，以自己短暂的一生，实践了一

名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

对李黎明的不幸离去，人们万般悲痛和

遗憾。 国家的基层教育战线，特别是偏远贫

困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太需要像李校长这

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全意的教育工

作者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能早些关注他

的健康情况？ 为了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我

们应该做些什么？

李黎明是因为长期过度劳累，才倒在了

他热爱的校园。 毋庸讳言，虽然多年来我们

对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给予了不少关注，但

“过度劳累” 在李校长这样的脑力劳动者中

还大量存在。我们一定记得优秀的光学家蒋

筑英，他在艰苦的环境下，潜心钻研光学理

论， 为我国光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对事业的全情投入，

过度透支了身体，年仅 43岁就不幸辞世。 时

至今日，在尊重人才、珍惜人才的社会环境

中，李黎明的辞世应当再度引起我们对知识

分子健康状况的重视，并为他们创造更加科

学合理的工作环境。

在李黎明的故事中，令人吃惊的是他生前

竟没有参加过一次正规体检，连他自己都不了

解自己的身体情况。 而最近，宜章县对乡村教

师健康的调查发现， 李黎明的情况并不是个

例。我们并不是责怪这些老师不重视自己的身

体，因为乡村医疗条件的限制、微薄的收入及

超负荷的工作量等种种压力，都使他们顾不上

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 值得关注的是，社会

还没有足够重视这个群体，没有在制度上和实

践上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

值得我们反思的，不仅是医疗方面的欠

缺，还有乡村教师的生存现状。 在师资缺乏

的情况下， 他们不仅需要超额做好本职工

作———教书育人，往往还身兼数职，当着“家

长”、“保姆”等角色。 尤其在农村偏远山区，

由于地理、经济条件方面的限制，老师们还

义务承担着照顾学生甚至贫困学生家庭的

任务。 以李黎明来说，他和一位年近七旬的

老婆婆及 13 名留守儿童一起在陈旧的教师

宿舍生活了 3年，照顾他们;他常年住在学校

巡查学生寝室; 他送生病的学生去几十里外

的医院就诊……

多年来，我国在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上投

入巨大，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不可否认，社

会对于乡村教师的关心和关爱还是有所欠

缺。 李黎明的去世是一次警钟，值得政府部

门高度重视并作出应对。 愿李黎明的遗憾不

再重演。

为了能够让老师记录学生学习生活中

的点滴，南京 24 中本学期给全校 23 位班主

任都配备了一台数码相机。不过这一创新举

措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 （10 月 12 日《扬

子晚报》）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家庭或个人都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数码相机，不仅孩子喜欢，一些父母也

因此重视对孩子建立成长影像档案。 现在，

学校将数码相机作为教学工具配发每一位

班主任，鼓励老师多给学生拍照，记录学生

的成长，实是与时俱进的教育举措，理应受

到肯定和宣扬。 一方面，它可以引导学生更

好地注意自己的形象， 规范自己的举止，激

励学生更好地投入课堂学习和各项活动。另

一方面，它满足了学生和家长的愿望，为学

生留下了在学习成长过程中的精彩瞬间，充

实和丰富了孩子的成长影像档案，是老师送

给学生和家长的最好礼物。

被誉为“中国苏霍姆林斯基”的李镇西

老师有个好习惯：用相机适时拍摄一些触动

人心的画面，让那些真实而珍贵的画面感动

和激励着主人公。作为老师，应该用好相机，

善于摄取学生平凡而感人的瞬间，激励学生

奋发向上， 给学生和自己留下最美好的回

忆。

每到傍晚，益阳的大街小巷、公园广场，总

有不少人跳舞，打拳。 一位在佳宁娜广场学跳

舞的李小姐说：“健身运动让我身体好了，心态

也平和多了。 ”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有益健康，健康促

进和谐。 健身运动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当

今社会，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不断加大，

加之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处在亚健康

状态的人日渐增多。 此外，因沉重的学业负

担和缺乏必需的锻炼，青少年的体能也开始

下降。 要解决这些问题，健身运动是一剂最

有效的良方。

当前国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一

项调查显示，我国 35岁到 49岁的成年人中有

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参加体育锻炼的不

足 8％；有 1.6亿人患有高血压，有 1.6亿人患

有高血脂；有 2.6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孩子

中，每 ５ 个人中有一个“小胖墩儿”，究其原

因，缺乏锻炼是“罪魁祸首”。

在欧美发达国家，健身运动已经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在美国每 8人中就有一个在健身，也就是说有

3000多万人在健身， 大半国民都有长期参加

锻炼的习惯，甚至运动成瘾，健身运动已成为

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而在我国，有的

中学一个班半数以上学生跑不下 800米。

要改变这种状况，让每个人都拥有健康体

魄， 有效的方法是让体育锻炼像吃饭喝水一

样，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 这需要政府积极作

为，引导人们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体育锻

炼来娱乐身心，增强体质，丰富生活。 同时，要

加大财力投入，加快体育场馆建设，增加体育

锻炼设施，让更多的人锻炼身体有去处。

可喜的是，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花钱

吃药，不如花钱买健康”，健身之风逐渐深入人

心。 健康是最重要的，健身既能丰富人们的文

化生活，强壮体魄，还能净化社会风气，加速经

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

好事。 那就让我们动起来吧。

◎争鸣

让健身成为生活必需品

□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 永州市第九中学 严丽荣

教一教家长又何妨

每个家长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愿， 但大

多都缺少教育子女的方法和经验，溺爱型、

放任型及打骂型家长大有人在。俗话说，父

母是最好的老师，如果父母懂得育儿之道，

且和老师配合，做到因材施教，培育好每一

个孩子，那必能大大地改善教育的现状。

我在多年的从教经历中，通过教家长，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那么，可教给家长什么

呢？就是要教给他们怎样教育子女，怎样跟

学校和老师配合，共同培养孩子。最重要的

是教家长要尊重子女，学会与子女交流，这

是教育子女最重要的环节。 教家长要懂得

言传不如身教。 我经常给家长讲“螃蟹妈

妈” 的教子经： 螃蟹妈妈对小螃蟹说：“孩

子，别人都说我们走相不雅，不能横走，要

直走啊！ ”小螃蟹说：“可是，妈妈，您走一个

给我看看。 ”我们周围的“螃蟹”家长太多

了：要子女发奋读书，自己从来就不摸书；

不准子女打牌，自己打得昏天黑地；教育儿

子不要抽烟时， 自己指间正夹着一根香烟

……因此， 很有必要让这些家长懂得身教

的作用和意义。 教他们要学会正确评价子

女， 善于发现子女的优点和爱好， 因材施

教。 俗话说，知子女莫若父母，要让家长懂

得对自己的子女的特长加以正确的引导和

培养，而不要做拔苗助长的盲从家长。对家

长也要因材施教： 要让溺爱型家长懂得溺

爱的害处； 让打骂型家长知晓横蛮教育的

恶果。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 涟源市金石镇中心学校 李群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