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向司机伸出大拇指，赞扬避让校车行为

第一课

西华大道华侨城站公交站台（进城方向）

至少3辆公交车变道超车 相邻车道无一停车

上午10时33分，校车停靠在公交站台上。很快，后方的3辆公交车开始进站上

下客。上客完毕后全部向左变道超越了前方的校车。相邻车道无一停车。

西华大道华侨城站公交站台（出城方向）

出租车在相邻车道停车 可惜无车效仿

10时39分，校车靠边停车后。过了大约30秒，一辆车牌照为川ATG127的速腾

出租车自觉地在相邻车道停下……不过，其他车辆并没有效仿。

侯家桥三街

按喇叭后变道 快速超越校车

10时57分，校车停在了这个单向1车道的小街上。很快，校车后方来了一辆轿

车，驾驶员按了一声喇叭，然后变道至对向的车道，超过校车扬长而去……

金芙蓉大道

看见“停”的标志 离校车约20米就停了下来

11时33分，校车停车指示牌缓缓打开，在测试进行到大约4分钟时，一辆车牌

照为川CAE391的汽车在校车后面约2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今天，本报发起“开学第一课

讲给家长听”活动

明日，我们搭建家长课堂讲

述父母应教会孩子的事

开学第一课

讲给父母听

今天， 成都百万中小学生将踏入

校门，开始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今年教

育部给各中小学开学典礼定的主题是

“父母教会我”。那些“父母教会我”

的事，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毋庸置疑。

不过，成都商报记者在昨日的学

校报到现场，看到的是家长的多种言

传身教的“负面典型”……

成都商报在今日发起“开学第一

课 讲给家长听”活动。武侯实验中学附

属小学校长李镇西，武侯实验小学副校

长谢琳，将于明日搭建家长课堂，把开

学第一课的机会留给家长，为他们讲述

那些“父母应该教会孩子的事”。

家长的4个坏习惯

近两日， 记者走访了天涯石小

学、胜西小学、双林小学等多所学校

的报到现场。

● 接孩子放学无视排队

武侯区一所小学门前，新报到的

小朋友们在老师指导下排好放学的

队伍，第一次模拟放学的场景，手拉

手排排队走出校门，三四名家长连忙

冲到队伍旁， 叫喊自家宝贝的名字，

将其拉出班级队伍。“这种情况是最

普遍的”， 双林小学的伍琼瑶校长告

诉记者，每个班级都有固定的家长接

送点，学生放学必须由老师带领排队

走到点位上， 家长跟老师击掌知会，

才能带孩子离开。但家长们一看到孩

子出了门，就迫不及待拉走，这给老

师的工作带来很大不便。“这是纪律，

这种行为中，家长却没有教会孩子该

严守纪律。”

● 家长会手机响声不断

家长培训会时， 部分家长很随

意，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培训中。“偶尔

会有些进进出出”， 许多家长在老师

提示后，完全不理会，手机铃声响起，

甚至在现场就接听。双林小学的伍琼

瑶校长说，“学校场合在小朋友心中

很神圣，家长在校园中的表现更容易

影响到孩子。”

● 爱玩电子产品

却教育孩子不准玩

“好多家长的包包里头都装满了

电子产品 ， 什么 iPhone、ipad、kindle

……”，双林小学的伍校长发现，有些家

长送小朋友报到时都在耍游戏。“爸妈

不给孩子树立榜样，孩子就没法服气”。

● 教孩子要独立

家长却帮忙背书包

几乎在每一所学校门前，书包背在

家长背上的现象都是常态。 昨日，双

林小学开学报到，不少家长都将书包

挎在了自己的肩上。对此，伍校长认

为，孩子应该独立，应从点滴小事上

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爸妈最不良行为

半数孩子说是吵架

父母都曾教会你什么？你又最讨

厌父母的哪些行为？最希望父母学到

些什么？近日，为切合“父母教会我”

主题，发起开学第一课活动，成都商

报记者对商报招募的千名小学1-6年

级的商报小记者展开问卷调查。

爸爸妈妈最希望你将来成为什

么样的人？在问卷中，记者设置了正

直善良、成绩优良、好人缘、懂文明讲

礼貌、独立懂事，以及成为爸妈一样

的人等多个选项，65%的小朋友选择

了“成为爸妈一样的人”，其次则是

“独立懂事”，占59%。而“成绩优良”

占了47%。也就是说，许多父母是以自

己作为孩子的表率。此外，学习成绩

反而不是父母最看重的。

打麻将？闯红灯？打骂孩子？随地

吐痰？说脏话？乱丢垃圾？这些都是孩

子反感爸妈的行为，但最令孩子们讨

厌的，却是“爸妈在我面前吵架”，其

选项比例为56%。

家长开学

五大实用建议

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的校长

刘靓制定了一套十分详细的入学攻

略，细到铅笔要买六边形，不要圆柱、

四边或自动铅， 称这样才不会伤手。

七中附小德育主任邱玉峰老师则给

出了五大实用建议。

首先，家长不要为小学生买铅笔

盒，这样一来小朋友上课不会被铁皮

声音干扰，影响上课。

第二， 不要给学生买拉杆书包，

一律使用双肩书包。拉杆在楼道里容

易成为学生们的安全隐患。

第三，小朋友不要穿皮鞋，尽量

穿运动鞋，活动便捷，展现风貌。

第四，家长为小朋友准备塑料封

口水杯，不要准备玻璃杯，以免发生

破碎等意外。

第五， 下课十分钟是用于上厕

所、喝水，以及做下堂课的课前准备

的。所以，家长一定要在家多提醒孩

子，课间要做这三件事。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校长打来电话：我们可以接收阳阳

小学毕业后， 阳阳原本应该去成都市44中就

读，然而，该校的报名日当天，阳阳和父亲刘宜富

都没有出现。 刘宜富说， 由于自己每天要忙于生

计，打工谋生，很多时候还在外地，而44中学生不

能住校。“娃娃每天回家，没得人照看他。”他决定

不去该校就读，阳阳面临失学的困境。

昨日，成都商报报道此事后，引发社会关注。

成都52中校长程鹏强联系到成都商报记者， 表示

学校愿意接收阳阳就读。“我们是一所寄宿制学

校，阳阳可以住在学校里，由老师照顾，可以打消

他父亲的顾虑。”

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阳阳的性格变得孤僻，

许多行为也与同龄孩子不一样。“他现在溜出去上

网，撒谎，到处惹事。”刘宜富说。对于阳阳的情况，

程鹏强说，他早在之前的报道中，就了解到了，并

开始关注此事。“52中是一所专门针对 ‘问题少

年’进行教育和培养的学校，对其进行‘诊断式教

育’，我们在这方面有十分充足的教育经验，我觉

得非常适合阳阳来校就读。”

昨日上午， 成都商报记者将这一消息转达给

刘宜富，他立即决定，带着阳阳去学校看看。“如果

可以的话，就在这所学校就读。”

阳阳询问爸爸：我能不能在这读书？

昨日中午，阳阳和父亲刘宜富一起，来到成都

52中。 阳阳背着之前上学时热心市民送给他的书

包，里面装满了衣物和生活用品，他已做好了入校

就读的准备。

坐在学生宿舍里， 负责接待父子俩卢老师询

问了阳阳的基本情况，包括学习成绩、生活能力、课

堂纪律等多个方面。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卢老师

又向父子俩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包括硬件设施

和教育理念等。

卢老师告诉父子俩， 父亲长期不正确的教育

方式，让父子俩长期缺乏交流，导致父子之间的信

任感消失，“打，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矛盾

激化，把对方推到相互的对立面。”

卢老师鼓励阳阳主动和父亲交流，在犹豫了几

秒钟后，阳阳说：“爸爸，我能不能在这里读书？”

“那要看你在这里的表现，我希望你不要再犯

以前的错误，如果读一段时间你还像以前那样，那

就只有撤退了。所以你要自觉，在自觉的基础上努

力。”刘宜富说。

觉得费用过高 学校减免一半费用

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过程中， 阳阳和刘宜富都

对学校的管理和教育模式表示认可， 也表示愿意在

该校就读。然而，在谈到学费问题时，刘宜富犹豫了。

卢老师介绍，52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家长所

交的费用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费、 住宿费以

及周末在学校的托管费用等，所有费用加起来，大

约一学期6000元左右。

这笔费用在刘宜富看来，有些难以承受，但他

并没有直接说出来。“那我再考虑一下。”他说，几

分钟后，他带着阳阳，离开了学生宿舍。

在即将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刘宜富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 打算让阳阳不在这读书了。“一学期6000元

钱，对我来说还是很多，我觉得承受不起。今天本来说

娃娃要读书，我的钱不够，都是向老板提前预支工资

来付学费。一个月3000元，我觉得还勉强可以承受。”

即将迈入初一的阳阳， 如果不读书， 能去哪

儿？刘宜富说，他打算带着儿子，一起去外地出差，

“至少还在我身边，我可以看着他，不让他到处惹

事。”下午1点50分，烈日下，父子俩走出了校门。

就在阳阳再次面临失学困境的时候， 转机发

生了———学校同意为阳阳减免一半的费用。

昨日下午3点，成都52中校长程鹏强联系到成

都商报记者。电话里，程校长询问了中午阳阳父子

来学校咨询的情况， 在得知刘宜富因为难以支付

费用而决定放弃阳阳的入学机会时，程校长表示，

可以为阳阳把入学费用减免到3000元一学期。

“经过媒体的报道，阳阳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

的关注和关心， 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将

来。如果他现在就放弃受教育的机会，非常可惜。

从关心和爱护阳阳的角度出发， 考虑到他们家庭

的经济状况确实困难， 我们可以为其把费用减免

到3000元，这样他父亲就能够承担，阳阳就可以上

学了。”程鹏强说。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刘宜富表

示，如果费用减免至3000元，他将会为阳阳支付学

费，并将阳阳送至该校学习。今日是成都52中开学

的第一天，阳阳即将背上书包，走入学校。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摄影记者 卢祥龙

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就像今天看到这些新闻所撕开的那些教育“伪装”一样，帮助我们看清了为什么“教

育”不好孩子的真面目。原来，我们一边教育孩子要遵纪守法时，一边却当着他的面，横穿马路、乱停乱放、高声争吵；我们一边教

育孩子独立自主时，一边却小车代步，帮拎书包，全家出动，包办了开学的所有事务；我们一边告诫孩子要注意安全，却一边无视

交通规则，呼啸着从校车旁开过———而车里满是注视着这一切的孩子……

新生代偶像韩寒在《后会无期》里那句让许多人感同身受的台词，“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大概就是被“教育”

不好的孩子们，对那些影响他们一生的“虚伪”的教育者们最现实的控诉。

教育，仅靠空谈“道理”，远远不够。

先人一步的教育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们开始不再大谈如何教育孩子，而是改而教育“教育者”，让他们在教育孩

子之前，先做好自己。这当然不是多么先进前沿的教育理念。言传身教，本就是中国人老少皆熟的常理。中国最知名的孔丘早在

数千年前就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所以，今天，开学第一课。这一次，我们不再对着孩子大谈道理，而是将这一课，面向所有试图“教育”孩子的自己：家长、市

民、以及任何一个可能在某时某刻对某个孩子造成影响的人———对，就是你，是我，是我们所有人。 成都商报评论员 曾茜

其他车道

机动车应当

减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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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调查了上百辆

仅4车停下等待

校车危险报警闪光灯

亮起，停车指示标志缓缓打

开， 随车护卫人员下车。可

是，绝大部分司机却仍然正

常行驶，丝毫没有把眼前的

校车放在眼中……今天是

新学期开学的日子，交管部

门将开始严查机动车不避

让校车的违法行为。昨日，成

都商报联合金苹果幼儿园、

交警二分局民警刘式成进

行了实地测试。校车按照接

送学生的流程在不同地点

停车，停车指示标志打开后，

上百汽车违法通过，仅4辆车

停车等待。刘式成提醒，驾驶

员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受

到罚款200元、记6分的处罚。

责编 吴钦

美编 黄敏 校对 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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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路

相邻车道上的轿车停下 交警竖大拇指

校车靠边停车后，一辆在相邻车道的斯柯达轿车停了下来。刘式成走上前，向驾

驶员竖起了大拇指。“校车上下学生，汽车都要停车避让得嘛！”驾驶员钱师傅说，他

从媒体上看过相关报道，知道校车停车指示标志打开后，其他车辆应避让。

抢时间>学生安全？

不让校车 今起逗硬扣6分罚200

大部分违规者：

安？相邻车道也不能走啊

“不晓得相邻车道也不能走！”在西华大道华

侨城站公交站台， 一辆黑色本田汽车被交警拦下

后，驾驶员还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他说，看

见校车左侧的停车标志打开， 以为只是校车后方

的汽车需要停车， 不知道相邻车道的汽车也不能

通行。昨日被刘式成拦下接受教育的大部分司机，

均存在像这位本田司机一样的误区。 还有小部分

人说没有看见停车指示牌。

刘式成提醒广大驾驶员， 校车在道路上停车

上下学生时，会靠道路右侧停靠，打开危险报警闪

光灯，打开停车指示标志。也就是说，见此情景，其

他车辆应停车或减速避让。

至于为何相邻车道也不能通行，交警解释说，

这一规定十分重要。“校车一般车体较大，而乘坐

校车的少年儿童一旦从校车前方横穿马路， 在校

车相邻车道上超越校车的车辆存在视觉盲区，很

难及时发现儿童，容易酿成事故。”

金苹果学前教育集团安全管理中心主任胡坤

宏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校方将积极配合交管部门，

不定期将校车上的视频交予警方。“幼儿园的校

车上都配备有5个摄像头，其中车头中控台和车尾

顶部的摄像头， 能像行车记录仪一样拍摄下其他

车辆的违法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桑田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校方打来电话：

学费减半收他

曾因长期遭受父亲家

庭暴力而引发全国关注的

14岁“阳台男孩”阳阳，在

离家出走53天后被找回，

然而， 他却因学校无法住

校而面临失学的可能（成

都商报曾报道）。 在看到

成都商报的报道后， 成都

52中校长程鹏强向本报打

来电话， 表示愿意接收阳

阳在该校学习，同时，学校

是一所寄宿制学校， 可以

消解阳阳父亲无法照顾孩

子的顾虑。

昨日中午， 阳阳和父

亲刘宜富来到学校， 咨询

了学校的相关情况， 父子

俩均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

管理模式表示认同， 但一

学期6000元的食宿费和托

管费却让刘宜富难以负

担。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程

鹏强表示， 出于对阳阳的

关心， 学校决定减免其一

半的费用。

这个消息让刘宜富

欣喜，他表示，今日上午

即将带着阳阳，一起去学

校报到。

6000元>孩子入学？

阳台男孩今天上初一

嫌学费贵 爸爸差点带他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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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情况下如何避让校车？

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

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

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

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

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

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

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

或者使用灯光催促校车。

驾驶员只要看见靠边停车的校车打开

了车顶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及校车左侧的停

车指示标志，就应按规定停车或减速通行，

不需要判断该校车是不是正在运送学生。

商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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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外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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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的阳台男孩阳阳终于被找到

校车在西华大道华侨城站公交站台靠道路右侧停靠。在

4

分钟测试时间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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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汽车变道超车

昨日

,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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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台男孩”和父亲来到学校咨询上学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