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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评弹

只要我还能站起来，只要这个讲台还
需要我，我就会竭尽全力干下去。

———“单腿教师”李祖清是广西灌阳
县洞井瑶族乡野猪殿村小学教师。 1981
年, 他在一次家访途中被毒蛇咬伤右脚,
造成小腿肌肉萎缩、骨骼坏死，成了残疾
人的李祖清坚持在大山深处教书育人几
十年。

我也是山里娃，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让乡村的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

———江西鹰潭黄泥小学地处偏远且
条件艰苦， 学校除了一间堆放柴火杂物
的房间，没有一个像样的食堂，校长章站
亮只能在露天操场给学生们做饭。“爱心
厨房” 成为这所乡村学校留守儿童的新
学期礼物。

感谢老师不远万里来亲自指导，这
种恩情铭记于心，所以要明确目标，更加
努力。

———河北石家庄学院教师王晓勇，在
今年暑假期间， 开车走遍省内 7 个城市、
25 个县（县级市），累计行程 2807 公里，
到 36位同学家进行了家访。 接受家访的
一名学生如此说道。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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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
□于杭

九月开学季， 舆论圈
聚焦校园众生相。 从小学
新生不会系鞋带到大学校
园排队堵车， 从各高校与
众不同的迎新仪式到网红
校长的迎新寄语， 刷屏的
都是校园热点。当然，随着
教师节的来临， 舆论同时
把“尊师重教”的话题推向

了道德的制高点。
尊师重教， 历来就是

我们的优良传统。“天地君
亲师”的传统伦理中，老师
的地位与天地君王同列。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老师也同时被赋予了历史
的重任。然而，在时代的变
迁中， 教育和教师的地位
也时有起落， 但在舆论中
总是处于被敬重的地位。

从私塾时代敬奉老
师的“干肉”到今天新时
代的“师德标兵”，从昔日
的孟母三迁到今天的学
区房涨价，尊师重教的形

式自古至今从官方到民
间各有不同。

随着教育的基础地位
和民生地位越来越重要，
尊师重教的时代使命也就
日益强烈。尊师重教，重在
落实。 既要保证对教育事
业的财力投入， 还要保证
教育优先发展的基础地
位。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 改善教师的物
质待遇需要从工资、津贴、
住房保障方面等综合
发力， 打出优待的组
合拳， 决不能只停留
在教师节期间的“慰

问”形式上。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

的， 教育兴国也非一日之
功。 让优质教育资源不再
短缺， 让广大家长不再为
上学难发愁， 让广大教师

“教有所乐，教有所成”，都
离不开全社会把“尊师重
教” 的优良传统细化落实
到方方面面。 ①2

（作者单位：南阳市人
民防空协会）

儿歌“涨价”
□侯江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
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手里边……”这首由“儿歌
大王”潘振声创作的《一分
钱》，告诉孩子一个朴素的
道理：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哪怕是小
小的一分钱， 也绝不能据
为己有。

这首儿歌传唱了半
个多世纪，没有想到近日
出了“新版本”， 原本的
“一分钱”，被改成了“一
元钱”，引起网友热议。 有
人觉得，一分钱钢镚差不
多退出现实生活，一元钱

是如今孩子们能见到的
最小面额的现金，改动一
下无伤大雅；但更多人认
为，随意改动经典，有可
能产生误导，让孩子们觉
得善行与钱的多少相关。
作者潘振声的女儿对改
编也不认可：“爸爸这首
歌写的是孩子天真无邪，
捡到钱要交给警察叔叔，
跟物价飞涨没有什么关
系。 尽管是那个时代的产
物， 但经典就是经典，我
们今天唱来仍然可以体
会当时创作者的心血。 改
成这样，唱起来不觉得拗

口吗？ ”这种改写并
未征得已逝原创者
家人的同意，还涉嫌
侵犯知识产权。懵懂

的孩子也许就会认为 ，
“一元钱”是原创。

确实， 孩子们很难再
捡到一分钱了。 由于时代
的变迁，物价水平、薪资收
入已经有了大幅上涨。 一
元钱是一分钱的一百倍，
可是， 原创歌曲中“一分
钱” 的含金量， 真的变了
吗？“一分钱”的取与舍，正
是启蒙教育的必备内容，
正是把对社会公德心的培
养落实到了最细微处，正
是对孩子们世界观、 人生
观的一种亲切的熏陶，根
本与钱的数额无关。 遇到
一分钱、一角钱、一元钱，
甚至是百元大钞， 不是自
己的，就一定要上交，这是
自我与他者边界的认知，

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机械草率地改动经

典，暴露出一些教育机构、
一些出版机构在是非取
舍、 法律意识和历史修养
上的无知与莽撞； 老儿歌
“涨价”， 同时暴露了新时
代儿歌作品的短缺。 如今
的孩子， 对过去的经典难
免有些隔阂， 自然期待更
多与时俱进的新儿歌出
现。 改动流传了几十年的
经典，以“编新不如述旧”
来偷懒， 甚至去丑化或者
消解， 恰恰暴露了儿歌领
域创新力的匮乏。 老儿歌
传唱不衰， 新儿歌佳作不
断， 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
寓教于乐带来的最大收
益。 ①2

儿童食品
□廖海金

开学季， 不少家长开
始采购儿童用品， 比如儿
童牛奶、儿童水饺。新华社
记者发现， 很多家长在给
孩子购买食品时更青睐冠
以“儿童”字样的食品，认
为它们更符合孩子的身体
发育需要， 而这类食品往
往价格较高。

近年来，不少食品商
家赚钱无底线，乱打“儿
童”牌，在多类食品上标
注“儿童”二字并大肆宣
传。 孩子家长很容易被
“儿童专用”“幼儿”之类
的字眼所忽悠，却不知，

这些所谓“儿童食品”一
般包含“四多”———多添
加剂、多糖、多盐、多油，
给 孩 子 们 带 来 健 康 隐
患。 正因如此，之前，市
场监管部门提醒 ， 目前
国家还没有所谓的“儿
童食品”相关标准，消费
者对“儿童专用食品”要
谨慎。

有研究显示，在日常
零食消费方面，儿童的消
费量要比家长的消费量
高出 2 到 3 倍。 就食品添
加剂来说，儿童每日摄入
的食品添加剂的种类达

10 多种， 最多的一天有
50 多种。儿童的身体尚未
发育成熟， 排解能力差，
显然不能摄入过多添加
剂。 因此，向儿童提供的
食品，不管在安全性和营
养性上, 都应该有更严格
的标准。

有关部门要针对儿童
食品制定和实施严格的法
律规定和规范。同时，鼓励
厂家在生产“普通版”的同
时推出“绿色儿童
版”，以供家长选择。
对于“绿色儿童版”
的食品，所使用的添

加剂种类必须更少， 允许
添加的限量也应该更低。

国家还应尽快出台规
定， 要求在真正适合儿童
消费的休闲食品或饮料上
有醒目标识， 在产品外包
装写清楚成分并标注配料
表， 以帮助消费者作出选
择。此外，还要完善检测标
准和质量认证体系， 建立
儿童食品安全监测和预警
机制。 ①2

肆傲者纳侮，讳过者长恶，贪利者害
己，纵欲者戕生。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本报综合报道

老旧小区改造
各地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有

望让众多小区居民告别街老、 院老、房
老、设施老、生活环境差的“四老一差”
困境。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也
是发展工程。

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关键在做
好“里子”工程，需要增强问题导向意
识。 有限的资金投入， 居民的迫切需
要， 使老旧小区改造不可能大干快上、
全面铺开。 必须围绕群众最关注的需
求、最吐槽的难点，将“好钢用在刀刃
上”重点突破，不做“表面功夫”，真正
做到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面对改造过
程中的不同诉求， 需要在尊重群众意
愿、倾听不同声音基础上，用“一栋一
策”“共建共管” 等方式， 精准施策推
动，满足群众需求，共绘老旧小区改造
最大“同心圆”。 ①2 （李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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