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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交车行驶至中原路秦岭路

路口时!车上一名老人突然倒地猝死"车上乘客称!老

人之前曾因让座问题与一名小伙子发生争执!并动手

打了小伙子四个耳光" 老人家属称!老人患有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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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座位丢了命，谁也觉得不值，至少没有体
现出一种社会的文明风尚。区区一个座位，让是应该
的，不让也没有违反什么硬性规定，在道德层面上，何
至于残酷到让老人大动干戈，因此丢了性命？难道就没
有相互体谅的余地？换位思考一下，假如老人是小伙子
的爷爷，小伙子不会这样死扛着不让；假如小伙子是老
人的孙子，大概老人未必会生这么大的气，且有怜爱之
意。说到底，背后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在一个竞争
激烈、利益至上的社会中，人们的维权意识加强了，但
如果靠这种方式去维权，则与道德背道而驰。

在传统美德里，老人要为人师表，晚辈要讲孝道，
做人要温良恭俭让。让座是情份，气大伤身，但愿这种
事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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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辣评

昨天，中国教师第30次过这个属于
自己的节日。
所有节日都是一种文化符号，都在体

现一种生活方式。教师节也不例外。教师
节到底包含怎样的内涵，这一天到底如何
才能过得有价值，最终取决于每个教师的
认知和行动。

表面来看，教师如何过节，有来自国
家层面的宏大叙事，有教育部门具体的规
范流程，还有社会的公共诉求，以及学生
家长的参与互动。但是，每个教师如何从
这一切因素中提炼出职业价值，寻找到属
于自己个体的过节方式，才是至关重要
的。
我的建议是，在教师节这样的时间节

点，每个教师在经历一天的热闹之后，应
懂得沉下心来，理性分析一下自己的职业
人生，厘清教师的职业价值，然后固化自
己关于教育的职业信仰。

媒体报道称，有太多教师平时过着

“挣扎的人生”。诸如待遇差、福利低、工作
辛苦、要承担无限责任，这些都是老话题，
而且，教师的委屈还有很多，比如，有时还
可能因为充当教育体制积弊与教育权力
失范的替罪羊，去承受太多不理性批评。

当然，教育园地里也的确有“一颗老
鼠屎坏一锅汤”现象。前两天，扬州一名幼
儿园教师就在微博上展示“大闸蟹”礼盒，
还配有“学生家长送的，不要说我肤浅，我
更喜欢人民币”的文字，这种现象会对教
师产生很大的污名效应。不过，面对再多
的喧嚣和误解，每个教师也都应该懂得自
己该如何存在。

我认为，教师应该在政府、学校、社
会、家长、学生等各方对这份职业的种种
诉求中来找到最大公约数，并将之与自己
的价值信仰进行深度融合，进而驱动自己
的职业人生。

比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带头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教师，如何

将这个看似宏大的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日
常行为中来，使之真正接地气呢？同样，所
有的节日都不能只是一群人的狂欢，在走
出单位组织的仪式化的庆祝活动之后，在
面对家长和学生的祝福之后，教师又如何
平衡各种情感诉求，来形成新的动力，更
加从容自信地去“传道、授业、解惑”呢？

教师过节，说到底也是通过这个节日
符号，来增加教师节在礼仪性、象征性、情
感性、伦理性的综合力，来对教师的价值
进行更为深刻的记忆，并为之注入新的时
代元素，最终使得这一职业行为既获得外
部的普遍认同，又能有内在的职业信仰。
这需要教师首先是个精神独立与思想自
由的公民，对教师职业拥有清醒的认知和
信仰。

也只有如此，面对种种不公与委屈，
教师才会懂得去维护自身的尊严与权利，
去热爱这份崇高的职业，从而告别“挣扎
的人生”，做一个幸福又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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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路!数名工人正把路两边枯死的大树挖出(据了

解!为迎接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当地突击栽种大量

树木)一名工人质疑说!这完全是反季节栽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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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奥会结束，随之而去的不仅有好空气，就连曾

经看起来郁郁葱葱的不少树木，也完成“历史使命”，
枯死了。这些枯死的树木，直径在二三十厘米，高约五
六米，算得上“大树”了。牺牲它们，不过是为了在短时
间里给青奥会锦上添花。有人或许会说，青奥会是世
界级的大活动，不仅事关南京形象，也事关国家形象，
必须不遗余力办出水平、办出特色。这种说法当然有
道理，但不遗余力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惜代价、铺张浪
费，勤俭节约、绿色环保也是国际赛事应有的本色，也
更能为运动会增色、给举办地加分。
每一届大型体育活动，都会留下很多宝贵遗产，

令举办地受益匪浅。青奥会也不例外，其对文化、经济
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长远的。我认为，在盘点青奥
会带来的“正资产”的同时，不妨反思一些问题和不
足，比如好政策缺乏长效机制、重面子轻实际、搞形式
主义刮一阵风等等。反思也是青奥会的宝贵遗产，只
有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推动执政
者“官念”的更新，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考上清华北大! 恩平考生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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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奖金! 还可获赠洋房一

套)为扭转优质生源流失!重振恩平教

育事业! 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

回乡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 恩平市

还设立促进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对办

学业绩突出+ 绩效考核优秀的学校进

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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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奖励基金来自于民间，只要
操作规范、运作透明，完全有权选择对
哪些对象予以奖励。但问题在于，奖励
学生也应有个边界并兼顾公平，“100
万元加1套洋房”的重奖，实质是对“高
考状元”的变相炒作，传递出的教育危
险信号不可小觑。
有几个问题让人如鲠在喉：其一，

尽管奖励高考尖子生表达了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朴素情感，有利于树立
“知识就是财富”的观念，但重奖却容
易使学生形成“获得高分才算成功”的
错觉，扭曲价值观取向，是教育功利化
的一个注脚；其二，即便考入清华北大
等顶尖学府，并不代表已经走上成功
之路。为这块“敲门砖”颁发巨奖，有多
大的实际意义呢？其三，教育的规律是
让学生个性成才，而不是片面追求高
分，当重奖措施与顶尖学府直接挂钩，
无形中让“唯分数论”甚嚣尘上，而全
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又将被置于何
地？
不必讳言，隐藏在重奖背后的，是

赤裸裸的应试教育观。出几个清华北
大的高材生，固然可以给当地带来不
小的荣耀，由此也能标榜所谓的教育
政绩。可怕的是，以考入高等学府为由
奖励学生，其实就是用考试成绩来倒
逼学校和教师，不仅加剧升学竞争压
力，也让“唯分数至上”和“一考定终
身”的定势难以扭转，让高考改革更难
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尊重民间奖励学子的热情，
但也要兼顾教育发展的公平性。民间
奖励基金，该做的是雪中送炭之事，为
学生的成长多开几扇窗、多开几道门。
从这个角度来讲，与其重奖“高考尖
子”，不如把有限的资源放在保障教育
权利和公平上，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均
衡普惠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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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 他写道!,最近.脸书/上流行起0冰

书挑战1!要求被挑战的人迅速列出影响

自己最大的十本书) 然后挑战十人!被挑

战的人回答后再挑战十人! 并且告知原

挑战者) 作家马伯庸+李西闽!诗人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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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女诗人春树! 编剧史航等在微博上

甚为活跃的文化圈读书人士! 都接受了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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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书挑战-的灵感来自于前段时间

火爆全球的 ,冰桶挑战-!,冰桶挑战-本

意是通过倒冰水的趣味活动!为,肌肉萎

缩性侧索硬化症-患者募集善款) 文化名

人由此派生出,冰书挑战-!某种意义上

也折射出社会读书风气正面临难以言状

的尴尬) 不过!无论是否搭顺风车!只要

这样的活动有助于促进社会读书风气均

值得尝试)

从形式上看! 现在读书途径比过去

丰富了! 除了传统的纸质书! 还有电子

书+电脑!连手机也可以实现随时随地阅

读) 不过!新兴电子阅读方式的兴起!却

带动阅读走向了快餐化与浅薄化! 相当

一部分人的所谓阅读! 更多只是对新闻

碎片的关注!停留在轶闻趣事层面!接触

严肃文学日渐稀少!更别谈安静地阅读+

琢磨领悟和深入思考! 这也是一些学者

之所以为,浅阅读-现象担忧的原因)

借助科技手段! 丰富阅读方式当然

是好事!但阅读方式的变化!应有利于促

进公众的深阅读!如此读者才能真正从

阅读中汲取文学营养!而不是把阅读当

成茶余饭后向他人炫耀信息的资本) 激

发大众的深阅读兴趣需要多方努力!通

过开展形形色色的趣味活动不失为有

效之举) 本地媒体几年前就曾开设,爱

上层楼 -读书会 !每周末邀请本地名家

交流读书经验!几乎成为本地读者每周

的节日 !读者不仅自己热情参与 !还发

动家人特别是孩子积极参与到读书活

动中来)

,冰书挑战- 未来能走多远尚不可

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开展活动是促进大

众阅读的有益手段) 不妨看看久负盛名

的莎士比亚书店! 该书店之所以成为巴

黎街头的文化坐标!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作家与

艺术家经常在那里举办读书会! 经常朗

诵尚未发表的作品) 我们并不否认!读书

应更私人化! 但对于尚未真正走进读书

大门的人而言! 名人效应或可助他们走

进阅读殿堂的大门)

当然!,冰书挑战-动因虽好!内容仍

不够丰富!除了简单克隆,冰桶挑战-的

名称外!缺乏,冰桶挑战-那样的趣味性

和观赏性) 不过!这些短板并不应否定该

活动在名人的积极参与下所潜在的影响

价值) 一个社会阅读风气的形成需要多

方努力!每一分努力都值得推崇)

9月9日，刘翔领证的新闻，毫无争议地占据了许
多媒体的头条位置，也在网上引发热议。
曾经，不仅是刘翔，包括刘翔的家人，都在不同的

场合面对媒体说“刘翔不能谈恋爱”或者“刘翔没有恋
爱自由”。刘翔从不被允许恋爱到现在允许结婚，他受
了太多压抑。
刘翔领证，我们当然要祝福他。而且，不仅要祝福

他拥抱婚姻幸福，还要祝福他获得了个人自由。而他
在一些大赛中的拙劣表现，有时也并非是他个人的
错。那些把他硬推上赛场的推手、那些吃刘翔这碗饭
的团队、那些广告商，都希望刘翔能保持曝光度———
成绩是次要的，关键是刘翔还存在。

运动员被阻拦自由恋爱，因为教练、团队和领导
都认为恋爱会耽误训练，甚至影响比赛成绩。在这一
点上，孙杨与刘翔可谓难兄难弟。现在刘翔领证了，说
明无论是刘翔的教练组及幕后服务团队，还是上级领
导组织即田管中心，已经允许刘翔恋爱成家了。可是，
他们没有宣布刘翔退役，他们还幻想着结婚成家的刘
翔，能够拿世界冠军。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笑话。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与刘翔一起扬名立万
的还有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然而，在过了巅峰
期之后，菲尔普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选择了退
役，当时菲尔普斯只有27岁，比刘翔小两岁。

刘翔结婚而不退役，这是典型的举国体育、金牌
体育的具体表征。应该说，刘翔已经不是以前的刘翔，
而且，时间越久，刘翔再次成为飞人的可能性就越低。
刘翔曾经是一座丰碑，但丰碑也有退役的时候。死撑
面子、死扛着不老神话的大旗，除了换取一些公共财
政的拨款和保持一定的广告收入，对于体育事业的常
识规律和竞技精神，都已构成笑话和讽刺。
刘翔不妨在结婚之时勇敢地宣布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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