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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儿子体会人生道路的不易，培

养他坚韧不拔的毅力， 绵竹市40多岁的

兰玉勇陪着儿子骑自行车， 历时23天行

程2000多公里，前往北京邮电大学报到。

昨日，已经返回绵竹家中的兰玉勇坦言，

“陪伴儿子走了人生中有意义的一程”。

今年18岁的兰慨昕是独生子女，在

家总是被长辈万般宠爱着。 眼看儿子就

要离开父母独自前往异乡求学， 兰玉勇

一直在想用什么方式给儿子一次锻炼。

最终， 爱好运动的兰玉勇提出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 和儿子一起骑单车去北京报

到。这一想法得到了儿子的赞同，为此兰

玉勇请了公休假。兰玉勇介绍，选择这样

一种方式， 对于任何一个十八九岁年轻

人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

出发前， 兰玉勇先给儿子打了预防

针，2000多公里路况复杂，其间还要翻越

秦岭。他告诉儿子，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

到底，“除非是自然灾害，以及生命安全

受到威胁，不然不能轻易退出。”

骑行的路上是辛苦的，可是一路风

景也让父子二人流连忘返。 一路上，爆

胎对于父子俩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兰玉

勇回忆，在骑到三门峡那天，因为路上

有很多铁屑， 两人的车胎一天内爆了7

次， 一路上停车补胎耽搁了不少时间。

这天兰慨昕来了情绪，“照这样下去，好

久能到学校，等到学校，早都开学了。”

在父亲的安慰下，他们还是坚持继续骑

行。一路上，父子俩每天通过网络或者

手机向家里报平安，以便家人随时掌握

两人动向，兰玉勇的爱人也会默默关注

父子两人的行踪。

经过23天骑行后，8月22日父子俩平

安到达北京。一路上，包括景区门票以及

吃住行费用，父子两人花费了4000多元。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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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不为”

南充70余干部受处理

昨日， 南充市纪委向媒体公布了去

年以来查办的一批“为官不为”典型案

件，1年多来，南充先后查处“为官不为”

案件40件，70余名党员干部受到处理。

上班看电视剧 镇长被免职

2013年11月1日，有网友爆料，南部

县三官镇镇长上班时间在网上观看《新

白娘子传奇》，并附上7分35秒的非正常

拍摄视频。经证实，视频中男子为三官镇

镇长赵某，为当天的值班领导。视频出来

当日，南部县纪委对此事立案调查，赵某

很快被免职，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阆中市公安局交警大队4名协警上

班时间脱岗到招待所内下象棋、玩手机，

也被群众在网上发帖曝光。事后，两名执

勤辅勤被辞退，两人被扣发绩效工资，相

关责任人也受到处理。

处置不及时 国土所长被查

本次通报中， 还有两人因工作责任

心不够被纪委立案调查。

杨某在思依镇盘龙居委会1组流转

给其搞特种养殖的土地上违法建房。从

违法搭建开始，思依村建所所长赵某、思

依国土所所长李某发现了杨某违法搭建

的事实，并给予制止，但力度不够，工作

不及时，致使违法搭建行为持续，杨某搭

建违法建筑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

经阆中市纪委调查认为， 思依镇政

府及思依镇村建所、 国土所在杨映刚违

法建设房屋过程中，存在巡查不到位、制

止不力、处置不及时的问题，依法对赵治

平、李旭立案调查。

根据通报， 顺庆区法院李家法庭法官

刘某，在办案过程中拖延办案，经多次督促

无明显改进，到2013年1月9日，经办案件有

7件超过法定审理期限。 刘某后被警告处

分。

郭琼辉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超

走过红地毯

把孩子交给学校

爸爸挽着女儿的手， 满脸欣喜地走

向红地毯……这可不是婚礼现场， 这是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开学典礼！

昨日，石室天府中学的近700名初一

和高一新生， 用父母牵着手走红地毯的

方式，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对这种特殊

的开学仪式， 石室天府中学校长陈金强

说，走过这条红地毯，就是父母把孩子郑

重地交给了学校， 孩子们开始了新的奋

斗路、成功路。

走红地毯仪式昨日下午在石室天府

中学的操场举行， 新生们以班为单位列

队， 并由一名父母与孩子牵手组成家长

和学生的“混合队列”，然后在激昂的音

乐声中依次通过操场正中的红地毯。红

地毯上，搭建了两个临时的红色拱形门，

分别取名为“奋斗门”、“成功门”，穿过

这两道门走完红地毯。之后，还进行了升

旗、宣誓、佩戴校徽等仪式。

石室天府中学有关负责人介绍，无

论是走红地毯还是升旗、宣誓、佩戴校徽

等，都是希望通过寓意深刻、庄重热烈的

入学教育，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创造一

个良好的开端。 参加走红毯的家长陈先

生表示， 以前完全没想到会用走红毯这

种方式送孩子入学， 感觉形式很新颖很

特别， 他希望自己刚上高一的女儿能够

在这里快乐成长，走好新的人生之路。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今年5月，彭州市延秀小学的老师刘蓉赴韩交

流学习一周。 作为班主任的她， 很放心不下孩子

们，担心他们忘记学习，或是调皮捣乱。然而首次

离开这班学生的刘蓉却没有想到， 这一周的每个

晚上， 孩子们都纷纷发短信给她：“刘妈你放心，

我们班干部一定会管理好班级的”、“刘妈， 我们

都很想你， 你要照顾好自己哦”、“刘妈你什么时

候回来，我不会捣乱的”……

不忽略每个孩子的感受

在刘蓉的手机里一直存着一条短信：“刘老

师，家长会那天，您正和其他家长说话，女儿过去

跟您说再见，我以为您可能听不见。没想到您立刻

回过头，微笑说孩子再见。这实在让我感动！”

那天家长会结束， 刘蓉被新生家长团团围

住，有解答不完的问题。她还记得，在众多询问

声中，有一个稚嫩清脆的声音叫着“老师再见，

再见……”她闻声找去，密集的人影中，一个羊

角辫小姑娘仰着脸拼命踮着脚。刘蓉马上还给她

一个微笑，轻轻摆手，“孩子再见！”就是这样一

个微小的细节，深深印在小姑娘心中，带给她巨

大的激励，也带给孩子母亲无限的感动和信赖。

“老师面对的或许是几十个孩子和家庭，但

孩子和家长却把信任只交给你一个人。” 在刘蓉

的工作里，这样的情景很多，她从不忽略每个孩子

的细节感受。

教育的主要原则就是爱

在刘蓉的工作座右铭中，“教育的主要原则

就是爱”是她最为信奉的。

记得一个深秋，她正在教室中给孩子们上课，

门被敲开了，是她的女儿。女儿可怜巴巴地看着她

说：“妈妈，打扫卫生的时候，同学把水灌进我的

鞋子里了……”刘蓉愣了一下，随即告诉女儿，先

回教室吧，妈妈下课再来找你。女儿无奈离开，直

到中午下课，刘蓉才赶去找她。也是此时，她才发

现女儿的小皮靴里浸满了水，冰冷极了。女儿埋怨

她，给学生的爱比给自己多，她也很惭愧。

但这一件事情后， 刘蓉发现班上的孩子们

起了微妙的变化。原来，他们看在眼里，心中也

有感动。学生们不仅调皮少了，还经常主动来分

担班级劳动等事务，刘蓉很是欣慰。

明天是我国第30个教师节。老师的内涵，正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不少人注

意到，如今社会上称呼的“老师”，已不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里的那个老师了。

一位叫“雪山风光”的网友，通过中国政府网的“我向总理说句话”栏目建议：规范

使用“老师”这一称呼，以免被滥用。

从18岁开始任教，到如今已22个年

头， 龙泉十中的老师饶庆，40岁的脸上

已由青涩写满沧桑。但她心中最初的育

人理想却始终没有变过。“我喜欢教书，

喜欢看到孩子们像雨后春笋一样成

长。”饶庆说，她希望自己带出的学生都

能有出息。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

育方法。”这是饶庆的教育理念。在她的

班上，无论是成绩差的孩子，还是犯错误

的孩子，她总会用耐心去感化，而不是责

备和放弃，“只要用心， 总能找到合适的

教育方法”。

感化：问题学生越来越优秀

让孩子从错误中醒悟， 是饶庆对待孩

子犯错的方式。

2011年，饶庆的班上发生了一起“学

习机丢失”事件。学生小鹏是整个事件自

导自演的人。 小鹏将自己的学习机借给同

桌用， 而后又趁课间操时间将学习机偷偷

拿回， 藏在宿舍的皮箱里， 并向同桌索要

600元赔偿。当时，饶庆同班上几个班委根

据小鹏身上的种种疑点巧妙地“破了案”，

找回了“被盗”的学习机。

但饶庆并没有对小鹏发怒责备，她几

次私下找小鹏谈心， 小鹏终于敞开心扉，

向她哭诉自己心中的症结。原来，小鹏的

父母是重组婚姻，加上家中生意失败经济

困难，父母经常吵架。小鹏想自己筹钱买

火车票找爷爷奶奶，这才萌生了这个可怕

的念头。

原因找到了，却让饶庆心情沉重。小鹏

是转学生，成绩不好，加上性格偏执，经常

受同学的排挤。家庭的不睦，更让他产生了

巨大压力。 为了帮助他， 饶庆时常与他谈

心，每次遇到集体活动，饶庆总是刻意让小

鹏承担任务，与同学建立感情和信任。渐渐

的，小鹏开朗起来。饶庆还专门开了主题班

会，小鹏当场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感动了

全班同学。

变得开朗和刻苦的小鹏越来越优秀，

如今，已是一名优秀的武警战士。

援助：鼓舞贫困生多年进取

让孩子在逆境变坚强， 也是饶庆坚持

的教育理念。

11年前， 她还在一所山区中学担任班

主任。那时班上学生普遍家境贫困，甚至有

的学生连生活费都成问题。

小蕾是班上一名成绩优秀、 身体瘦小

的女生。初一入学不久，细心的饶庆发现，

每天午饭时间小蕾不去食堂， 而是拿着饭

盒去开水房。原来，小蕾家里有年迈多病的

爷爷，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弟弟，全靠父亲种

地维持生计。为了省钱，小蕾只好每天带冷

饭和咸菜到学校，用开水泡饭。

后来小蕾告诉饶庆，父亲重男轻女的

思想十分严重，让她把初中读完就出去打

工，挣钱供弟弟上学。之后，饶庆频频到小

蕾家家访， 告诉他们小蕾的优秀与潜力。

打消了家里让小蕾辍学的念头后，饶庆考

虑到小蕾长期吃冷饭， 身体一定会出问

题，她从每月微薄的工资中拿出80元补贴

小蕾。

“生活中的困难是暂时的，逆境是你成

长中的一笔财富， 农村的孩子唯有读书才

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你不能辍学，唯有

用心读书。”饶庆这番话，成了多年鼓舞小

蕾进取的动力源泉。

有人考证， 老师的叫法最早见于宋

末，盛行于明清。《辞海》对“老师”有多种

解释。在明清两代，生员和举子称主试的

座主和学官为老师。另一种跟教师无关，

其意思是指年辈最尊的学者，如《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中，“齐襄王时，而荀卿最

为老师。”

关于“师”的解释则更为多样。除了

泛指师生 、师徒外 ，师还有 “效法 ”的意

思。而对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如医师、

工程师，也可称呼为师。在古代，师还是

对僧人的尊称，如法师、禅师。师在古代

还是一种官名， 如周代常称乐官为师或

太师。师还有众人之意。同时，它在古代

起就是军队的一种编制单位。

发展到如今， 教师职业的范围比以

前更宽更广， 老师的工作已经不再单指

教学工作。 老师工作的这种宽泛性为其

称谓的泛化提供了基础。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辜波

又是一年教师节，每逢此时，每个人鸣谢师恩的情愫都如泉涌，

泛在心头。无论是教授知识，还是不倦育人，教师都是人们成长路上

最重要的角色。在成都，有大批的教师不仅在教书业务上成为标杆，

亦在师德表率上成为楷模。

即日起，成都商报推出“清泉”系列报道，深入一线，记录那些无

私教师的育人故事，鸣谢这些辛勤园丁做出的无私奉献。

“老师”喊滥了 应该管一管？

网友建议规范使用“老师”这一称呼，魏明伦认为词语变革是约定俗成，不必过多联想

对于老师称呼广泛使用这一现象，成都商报

记者进行了一个小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0份，

其中97人有被称为“老师”的经历，而称呼他人

为“老师”的原因，排名第一的是“找不出其他

称呼”。

调查显示，74%的被调查者认为“老师”这一

称呼不是特定的称呼， 而是可以广泛用于各种场

合的称呼。最容易被称为“老师”的场合，不是在

学校里，而是在电话中，79%的被调查者在电话中

被称为老师， 而他们也习惯在电话中称呼陌生人

为“老师”。88%的被调查者有被“第一次见面或

初次打交道的人”称为老师的经历；而自己在不

知道如何称呼对方时，就会想到用“老师”，这个

比例达到75%。

“不知道对方的年纪和职位，老师这两个字

最为合适， 即使年纪较小的人听到了也不会见

怪。”从事销售工作的白丽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做

销售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第一次见面，对对

方情况完全不知情，“使用其他的称呼担心不合

适，先生和女士显示过于疏远，哥和姐又觉得有

些轻佻，用老师来称呼就很得体，对方的接受度

也比较高。”

虽然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都有过被称 “老

师”的经历，但“老师”这个称呼仍然有着比较明

显的行业差别。“文化行业”、“媒体”、“演艺界”

这三个行业，排在使用频率榜前三名。

“老师”的使用频率如此之高，原因何在呢？

“找不出其他的称呼”、“显得更为尊敬”、“大家

都这么喊”等三个原因名列前三。

“雪山风光”：

外交部原礼宾

司参赞马保奉：

魏明伦：

骑行2000多公里

绵竹父亲陪儿赴京上大学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雪山风光”在中国政府网的“我向总理

说句话”栏目里说：他特意选在教师节前向总

理提出这一建议，在他看来“老师”是一个尊

称，而非任何人都可以“受”得起，他担心“老

师” 这个称呼的乱用， 会毁掉教师的职业尊

称， 所以希望文化教育部门能给社会大众和

媒体一个正确的引导。

“雪山风光”说，近年来凡是有点名气甚

至没有名气的人，在公众场合都被称为老师，

而且这些人也没有表现出“拒绝”的意思。在

他看来，“老师”这一称呼并不是任何人都能

担当得起，因此他感到非常担忧。

不过，外交部原礼宾司参赞马保奉却持相

反的意见。他认为“老师”既尊重又亲切，较之

“先生”，更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对“老

师”的喊法，他保持一种相对认可的态度。马

保奉认为，称呼别人“老师”时，就将自己摆在

学生的地位，因而凸显了对对方的敬意。

魏明伦则认为，“师” 当然不能乱喊，但

老师并不是教师的专称。“老师就是一种尊

称，在有的语境里面，纯粹就是一种客气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专属称谓， 自然要变

革，有时候叫做一种约定俗成，现在成了“网

定俗成”，在网上就喊起走了，成了一种规律。

这是时代的烙印，也是时代的变化和趋势。像

过去的老大一样， 这个词语最早仅限于家庭

内部的长子或黑社会，现在到处都是老大。老

总也是，过去是当兵的，士兵都是老总，后来

发展到称呼总工程师， 现在老总大部分跟商

业才扯得上关系， 是各种各样的成功商业人

士的喊法。

“我个人觉得，老师这个称呼，没有贬义，

也不是专属名词。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流行一

段时间的称谓， 大家大可不必为老师这个词

语有过多联想。”魏明伦说，不管是过去还是

现在，老师都是一种流行称谓，不如就把它当

做一种交流方式，喊的人再多，也不会把教师

这个职业贬低。

作为教育界人士， 大连理工大学博导柳

中权和“雪山风光”的看法相似。柳中权表

示，他喜欢被称为老师，爱惜这个称呼。但他

担心“老师”这一称谓被泛化可能导致两种

危害：在一些场合被滥用而导致被亵渎；泛化

滥用后从业教师的自豪感下降。

“现代人面临一个称谓困境的难题。

‘同志’已经很少被使用，‘先生、小姐’这

类称呼在一定领域又带有 ‘特殊行业’之

嫌。因此，年轻人或资历浅的人在称呼比他

们年长或资深的人时常常会选用 ‘老师’

这个称谓。”柳中权认为，“老师”并非万

能称谓，这个称呼应该被严格界定。老师是

一种含有“精神导师”的特定称谓，一般只

能用于对教育界以及其他领域中权威人士

的称呼。

观点：老师被乱称呼 该管管？

支持：滥用可能导致被亵渎

反对：语言是流动的河流

老师自古有多义

小调查

调查100人

97人被喊过老师

刘蓉

彭州市延秀小学教师

频频的家访：

打消辍学念头

饶庆

龙泉十中教师

制图 邬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