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价好老师，德比技重要

昨天是我国的第三十个教师
节。30年光阴可以淘洗掉很多东西，
但我们对教育和教师的重视是与
日俱增的。不过，也存在一些令人
不舒服的“重视”方式，比如很多家
长在教师节这天充满纠结，要不要
给老师送礼，送什么礼合适。

家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纠结，
还是因为老师的作用重要，很多人
想尽各种办法，就是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够遇到“好老师”。老师前面加
个“好”作为修饰，首先涉及到的就
是个标准问题，在很多人眼里，这
个标准无非就是学生们的成绩。忙

于择校、调班，是为了让自己的孩
子“跟随”那些教学成绩优异的“好
老师”，重要节日送点礼，则是希望
现有的老师能够变得更“好”，多关
心一下自己的孩子。

以教学成绩为唯一标准的“好
老师”，在提高孩子成绩方面或许
能起到立竿见影作用，但教育是场

“马拉松”，影响孩子终身的师德则
是更该受到重视的。人在不同阶段
总要遇到不同老师，很多大家在成
名之后，首先感谢的是他们的启蒙
老师，居里夫人在华沙镭研究所建
成典礼上，就把她的小学老师推向
主席台以示感谢。正如习近平在北
京师范大学考察时所说，好的老师
应该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导和
帮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
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相反，那些收点好
处就对个别孩子关爱有加的老师，
那些把课上内容留到课外收费辅
导班的“名师”，对孩子能够起到什
么样的积极作用？

当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老
师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水平也会受
到各方面的影响，因此，提高师德，
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就拿饱受诟
病的教师收礼来说，确实受到“收
礼才给办事”的不良风气影响，但
不少收到礼品、礼金的老师很大程
度上也是在“被过节”。只不过，一
些老师也没能抵制住诱惑，接受得
心安理得，甚至“胃口”越来越大，
这就助长了节日送礼的风气。

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他们其
实都可以成为好老师，但这离不开
一个良好的环境。事实上，施加在

老师身上的一些压力并非那么难
解决，通过健全学校的规章制度，
很多时候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比如，现在一些学校在新
学期随机分配班级和老师，不给家长

“择班择老师”的机会；也有些学校定
期有序更换学生座位，老师也就无需
因为排座位受到人情干扰。所以说，
要想让孩子遇到真正的好老师，需要
主管部门和学校多建立一些抵制不
良风气的规章制度，而不是随弯就
弯，让收礼成了恶性循环。

时至今日，教师节已然“三十
而立”。面对社会对“好老师”的渴
望，还应加快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的步伐，让全国1400万教师中涌
现出更多的好老师。好老师多了，
再碰到教师过节，家长也就不用忙
乱了。

以教学成绩为唯一标准的“好老师”，在提高孩子成绩方面或许能起到立竿见影作用，但教育是

场“马拉松”，影响孩子终身的师德则是更该受到重视的。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许晓明

9月9日下午，发生在郑州市公
交车上的一幕让人唏嘘。一老人因
让座与一年轻人争论后，打了年轻
人四耳光，然后气倒在车内，急救人
员赶到时，老人已没有了呼吸。（9月
10日《郑州晚报》）

为了让座的小事竟导致一位老
人猝死，委实令人遗憾和心情沉重。
然而，冷静地梳理事发的整个过程，
却不能武断地将不幸的发生，简单
归因于年轻人的不讲文明，这是道
德与法律认知错位导致的悲剧。

道德层面中没有绝对的权利与
义务，如果人际关系之间存在绝对
的权利与义务，那已经是进入法律

层面的问题了。公交车的每个乘客
都是平等的消费者，不应以道德的
强势理由，去剥夺乘客的合法权利。

假如坐着的年轻人在遭受疾病
的折磨，该怎么让座？假如站着的是
行走不便的年轻残疾人，而坐着的
恰是身体硬朗的老人，又该怎么让
座？扔掉法律准绳去谈道德，“跟着
感觉走”的道德也终将丢失准绳，武
断粗暴的道德观只会激化不同人群
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避免公交车上不必要的让座纠
纷，核心在于尊重有座乘客让座与
否的自由权。只有认可道德观不能
代替法律，认可有座乘客可以理直
气壮地不让座，才能凸显让座于老
弱病残行为的道德价值。

强迫让座反而离道德更远

葛公民论坛

有些地方，领导一手遮天，令
群众望而生畏，只能起个绰号挖
苦了事。

在时评作者王子墨看来，官员
的绰号就是人民群众的评价，而负
面绰号是对侵害公众利益行为的
警告。对绰号所暴露出的问题，必
须尽早发现、及时查处，变民众无
力的抗议为组织有力的追究。

实业的投资回报是2 . 7%，银
行的基准贷款利率是6 . 7%，这等
于是企业在给银行打工。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魏杰
认为，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
作用，意味着企业就是经济建设的
主体，企业就要有充分的活力。而
现在企业的负担太重，因此要坚定
不移地减税和降低融资成本。

如今私家车数量过亿，这枚

炸弹以任何形式爆炸都会使我们
社会遍体鳞伤。

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李尚勇
在《人口困局》一书中写道，对于
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私
家车保有量过高增加了我国的能
源高风险。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
绿色、低碳、环保、健康的生活，应
该成为主流社会的追求。

法律总是后发制人的：一个
人犯罪行为没有被发现和查清楚
的时候，法律不可能随便去惩罚
某个人。

中央党校教授钟国兴认为，
法纪的执行具有“秋后算账”的特
点，很容易让位高权重的犯罪分
子以为党纪国法对自己无能为
力。因此，依法反腐必须坚持“无
上限”，这样才能起到法纪的警示
作用。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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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近段时间，广州市发改委在市政府网站向公众征集明年的民生实事，20

天里却只征集到15条意见。参与度如此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往年的民生实
事并不贴近民生，只是把上级下达的任务，挂上个民生的名头。(9月10日《南
方都市报》) 漫画/张建辉

给你的

政治清明要求官商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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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树木枯死”何以广泛传播

□周歌

近日一则反映“南京建邺区青
奥前突击栽的大规格苗木大量死
亡”的消息引发媒体和网民关注。10

日下午，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开发建
设指挥部发布官微，声明此传言失
实，此批树苗成活率达98 . 6%。（9月
10日人民网）

“树木出现大量枯死”，不免令
人感到遗憾与可惜。在当前“面子工
程”盛行的社会大背景下，网友们很
容易将枯树与“面子工程”联系起
来，不实新闻迅速传播也就不足为
奇了。

近些年来，总有一些地方政府
被扭曲的政绩观所左右，热衷于大

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景观
工程”等。比如，有的地区连个像样
的体育场都没有，百姓的健康需求
尚未得到有效满足，而地方政府大
院却十分敞亮，里面“豪车扎堆”；有
的地区校车安全、公交服务等民生
事项还都没有很好解决，地方官员
却大搞各类“景观工程”。这种现象
长期存在，在群众心里已然形成了
思维定势。

南京市相关部门发布消息，澄
清了事实，是一件好事。不过也应反
思的是，相关部门的权威消息迟了
一些。在网络社会，面对舆论的不断
发酵，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及早做出
公开回应。如此，网上的一些不实信
息才没有传播土壤。

最近，有两件发生在不同领
域和地方的事，很值得我们关注。
一件事，在山西省级领导腐败案
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官商
勾结的腐败。另一件事，中央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对中央管理的
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降薪，要把
商的薪酬降低到官的水平。这两
件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
是官与商的关系，是在一个政治
逻辑之下的处理结果。

官与商是不能混同、重叠、
交叉的。做官，是做人民的公仆
和服务员，由于手中执掌有公
权力，所以，对官的要求就是忠
诚、纯洁和遵守规则。经商讲求
的利益，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所以，对商人的要求，自然就是
追逐利益。利益，会腐蚀官的纯
洁，会改变忠诚，破坏规则。所
以，官商必须分离，这是政治清
明的必然要求。

现实中官商不分的情况很
多，亦官亦商的现象，不少还是法
律和制度固化下来的。从政治清
明的原则看，有必要对其进行制
度改革，使官与商从法律、制度上
彻底分开，使公权力不被商业利
益所侵蚀，才能保持其清明政治
的本色。官商分离，应当成为一个
政治规则和法律规则，成为一个
不可逾越的鸿沟，成为一个为官
清廉的底线。（摘自《检察日报》，
作者杨小军）

反垄断与市场演进同步

国外发达市场经济的成熟体
制遵循了演化路径，作为同步完善
的反垄断制度同样是演化而来，是
在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
断竞争阶段的过渡时期开始出现，
并伴随着垄断竞争的发展而不断
完善。这些经济体中的反垄断制度
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参照标准，即
自由竞争下的效率与福利水平。

中国的反垄断制度则是在经
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
中出现的，缺乏自由竞争阶段的

意识培养阶段。市场是什么？竞争
怎么样？这些恰恰是经济体制改
革和反垄断制度构建所要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于是，中国对市场公
平竞争的理解，只能立足于已有
实践和对国外的借鉴。

在当下中国，市场竞争的理
念已经比过去强大许多，但仍混
合着太多的政府成分。不管是企
业还是消费者，有问题找政府仍
是默认选项。政府能允许市场竞
争到什么程度，要看经济体制改
革的力度和实际效果，《反垄断
法》还远远无法像在发达市场经
济体那样占据经济宪法的地位。

（摘自《东方早报》，作者冯永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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