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吕建斌：“有节天容直”， 笔直的腰板，
是人世间一道壮丽的风景线， 杨校长的腰
杆就是笔直的。 面对危险和邪恶， 他不懦
弱，不退缩，没有一丝的犹豫，和歹徒展开
了生死搏斗， 用生命捍卫了学生的人身安
全。他笔直的腰杆，是学校全体师生最坚强
的依靠。

在学生遭遇突发事件或面临意外伤害
时， 法律并没有规定教师在危险面前必须
去救学生，然而，在危险面前，杨建一却挺
身而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抉
择，彰显出人性的光芒和最美的师德。逝者
已矣，但杨建一的铁肩和挺直的腰杆，却永
远传递着教育的正能量！

姚贺国： 在网上看到北渡中心小学的
照片，感到不解，这应该也不算一个规模很
小的学校了，可为什么没有保安的存在呢？
农村地区的学校建设， 是否真的能享受均
衡的政策倾斜？至少，在校园的安全配备方
面，我们还做得不够完善。多给教室配备一
台电脑， 与给学校配备一名保安， 孰轻孰
重？ 其实，在当地农村用家校共建的形式，
轮流招募几名非固定的家长护工， 也未尝
不是一种别样的校园师资建设， 同时还可
兼顾校园的安定与整洁，何乐而不为呢？

鞠锋：当前，校园安保的现状是政府拨
了款，教育局出了钱，公安局收了钱，人却
配不全。就是配到学校的安保人员，教育局
不能管，公安局管不到，学校管不了，竟然
成了“三不管”人员。 这样的安保人员配在
学校，能起什么作用？

面对安保力量的缺失， 为何一定要公
安局聘请人员呢， 为什么不能学校聘请人
员，教育局出钱，公安局培训呢？这样一来，
公安局不嫌麻烦，教育局安了心，学校也有
了安全感，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有人说工资低招不到人，也很简单啊，
原来配 3 个人的，现在配 2 个人，甚至配 1
个人，只要学校有切切实实的严格制度，确
保安保力量无时无刻存在着， 那么学校的
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当然，政府应该适时地
加大对学校安保力量培训的资金投入，提
升校园保安的安保能力。

朱亚楼： 杨建一校长用鲜血书写了人
间大爱，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这样“血染的
风采”。 因为这样的“风采”越多，越全面深
刻地暴露了当今社会存在的制度缺陷和管
理混乱等严重问题。或许有人会说，杨建一
的死是值得的， 因为他用死换来了有关部
门对学校安全问题的重视。难道，制度的完
善、 问题的解决真的只有用付出生命的代
价才能实现吗？

我想， 当有关部门真正落实了科学发
展观中“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的时候，这样
的悲壮场面才不会出现。积极行动起来，少
些“血染的风采”来撕裂我们本来就脆弱的
心。

朱传义：读了“最美校长”的事迹报道
后，内心涌动的除了钦佩和赞叹之情外，还
有对时下一些校长行为的深深思考。

生活中的杨建一爱校如家， 而当下一
些校长却天天忙于社交应酬， 或坐在办公
室，听听汇报，安排工作，很少能安下心来
为学校、 为学生做些事情； 很少能走进教
室，和教师交流、沟通，解决教师的疾苦。试
想，平日里连这些小事都不做的校长们，何
以能做出杨建一那传遍神州大地、 感动全
社会的英雄壮举。

我不希望生活中的校长们都像杨校长
那样舍己为人、奉献生命；我只希望生活中
的校长们都像杨建一那样：服务于学校，服
务于教师，服务于学生。

“最美”是一瞬间能流传开的，但不是
一瞬间能形成的。 愿所有的校长都能成为
师生心目中的“最美校长”。

肖瑞平：在缅怀“最美校长”的同时，我
们不禁要追问：是谁动了学校的安全天平？

一问学校围墙为何如此容易翻越？ 一
些学校的警务室闲置，有室无警，学校的保
卫科也是有保无卫，无人值守，这就为犯罪
嫌疑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要保障师生的生
命财产安全，需要墙内外的人负起责任来，
墙内的人是学校保安，墙外的人是警察，只
有他们加大巡逻、加强联动，才能保师生无
虞，建平安校园。

二问社会摩擦为何选择校园引爆？ 改
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无论南平还
是北渡， 都是因为肇事者对社会对他人的
不满而泄愤于弱势群体， 最后引发校园惨
案。这就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建平安校
园要从建和谐社会开始。 莫让英雄流血又
流泪。全社会要同心协力，从源头上防范化
解学生危险、校园危机，为师生建一堵真正
结实的“防火墙”。

赵俊涛：在这个物欲横流、到处充斥着
金钱味的社会，各地落实加强安保的通知，
其实就是“镜中花”、“水中月”。主管部门只
是要求“加强”安保，担子最终还是落在学
校头上。 即便如此，还有向“钱”看的人士，
借机大发安保财。在此情况下，学校只能无
奈地做出安排： 学校教职工在工作之余轮
流负责安保，抽调一名老教师负责安保，低
薪聘请教师女家属负责安保……试想，如
此安保，让师生安全情何以堪？

是谁促使了悲剧的轮回？ 希望陨落师
生的鲜血会染红那些麻木的灵魂， 令其追

本溯源，找出罪恶渊薮，真正实现“打得犯
罪分子不敢对师生下手， 防得犯罪分子不
能对师生下手”。

王春光：杨建一校长把歹徒逐出校园，
可以说已经完全尽到了一名师者、 一位校
长保护学生平安的使命， 尽到了对学生的
爱和责任。如果此刻停住脚步，不去穷追猛
赶，他便不至于惨遭毒手，流血牺牲。 是什
么让他穷追“凶寇”？是对邪恶的刻骨仇恨，
对正义的崇尚，对社会的担当，给了他“追
出去”的勇气，驱动他奋不顾身，尽最大可
能去制服歹徒，拔除这颗毒瘤，还社会一份
安宁。 赤手空拳的他，不畏凶险，与手持凶
器的歹徒殊死搏斗，这是一种大勇，更是一
种对罪恶的震慑。

杨建一，不仅仅深爱着他的学生，而且
深爱着养育他的这片土地， 深爱着这片土

地上的每一个人。 他用生命诠释了一个社
会公民的担当。 他的“最美”，感天动地，如
一缕阳光，温暖了社会，给了我们前行的力
量和希望。

赖华芳： 具有杨建一校长这样崇高心
灵的教师还有很多，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
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同样是美
丽的。

是否等到校园惨剧发生之后， 我们才
来关心教师和学生？是否献出了双腿、献出
了生命，才能被安上“最美”的印记呢？我多
么希望全社会一起来关注校园、关注师生，
让校园安全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障， 让所
有的“漏洞”都及时补上，不再让悲剧重演，
让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永远美丽。

欧阳利杰：当“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出现
的时候，我们赞美的同时，也曾不停地质疑

着“如果学生不补课，如果有固定的停车场，
如果司机警醒些……”

如今，最美校长，用他的生命又一次为
我们敲响了警钟。 为了让更多的家庭不再
悲痛，面对突发事件的安全知识教育，势在
必行！

龚清平：在“最美校长”杨建一英雄事迹
的背后，媒体通常关注的焦点是学生安全和
它背后彰显的师魂。

以生为本，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身心
健康，的确是教师的责任。但是教师只是普
通的社会人，也需要关爱。

关爱教师生存质量。 “杨建一校长左腿
瘤子多年 ，2012 年 8 月才到长沙检查一
次，回新化手术后没住院就回家了；学校教
学楼漏雨， 他一个人搭梯一片瓦一片瓦地
换；学校事发时还存在 D 级危房……”

生存，是人最原始的欲望。 为此，社会
在赋予教师责任时， 更要真正以人为本，
把为教师每年一次免费体检，提升教师工
资待遇 ，作为政府一把手工程来抓 ，让教
师快乐教书育人。 农村安居工程、校车工
程 ，全覆盖到每一所农村学校 ，把学校办
成师生成长的幸福场。

关爱教师职业幸福。 “北渡小学 6 个
班，310 余人，在岗教师 11 人。 ”稍作计算
就能发现每个教师的工作量： 每周不少于
20 节，还要担任 3 门以上课程。

由此， 我想到农村中小学亟待解决这
些问题：补充新教师，为学校补血，让教师
有更多的精力辅导学生学业； 疏导心理困
惑，锻炼自己身体；配备专业安保人员，采
取物防、人防、技防三结合，让师生在校园
安心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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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最美校长”学什么

特别策划

1 月 15 日下午 1 时 50 分
左右， 湖南省新化县上梅镇北
渡小学， 校长杨建一为保护学
生安全，奋不顾身地追赶歹徒，
不幸以身殉职。 本报第 462 期
报道了杨建一校长的事迹，这
件事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与更多
的思考， 许多网友纷纷称他为
“最美校长”———

杨建一校长的离去，既让人悲痛，也让人愤慨。 有网
友在微博中说道：“英雄！ 在被众多负面消息所充斥的今
天，这样一则消息让人感动，更给了我们前进的勇气和希
望。 ”其实，这样的故事和场景，我们并不陌生。

康德曾说过， 世界上有两种最使人类震撼和敬畏的
东西，一是头上璀璨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危急时刻是否有勇气站出来，考验着灵魂。正是这些
“最美”心灵关键时刻的可贵坚守，让生命绽放出令人动
容的道德光亮。 他们用生命诠释：伟大起步于平凡。 涓滴
细爱，植根于良好的职业素养；站出来的勇气，源于崇高
的职业操守。他们的壮举引发的师德考量，也将开启中国
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责任是教师永恒的承诺。 因为这份责任，“守道而忘
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 责任是我们战胜工作
中诸多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使我们有勇气排除万难，甚
至可以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而“最美
校长” 杨建一等一大批平凡而伟大的教师用爱与责任点
燃的师德火炬，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前行的希望。

在歌颂杨建一等优秀教师高尚师德的同时，我们也
应深入反思校园安全问题。 从报道中可知，杨建一任教
的新化县上梅镇北渡中心小学是一所农村学校，由于物
力和财力方面的限制，学校的校园建设和安保措施相对
不到位，这才让歹徒轻易地从围墙翻入，进而行凶杀人。

对于这样一位“最美校长”的殉职，许多人认为太可
惜：“如果学校的围墙更高一些，保安配备更齐全一些，防
控措施更严密一些，这一切有可能不会发生。 ”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校园尤其是农村校
园安全受到严重的冲击。 党中央、国务院及教育部，多次
强调校园安保工作的重要性，并出台政策，作出部署，强
化安全，但依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现在
很多县城、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的校园安全依旧没有保障。
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把“漏洞”补上，切实把
校园安全工作落到实处，加大对农村学校的人防、物防的
建设力度，让学生安全上学、教师安全育人。 虽然世上没
有绝对百分之百、万无一失的校园安保，但是我们必须持
之以恒、毫不懈怠，尽全部的努力、最大的可能，把校园安
保做到最好，不能让类似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安阳市曙光学校)

90 多年以前， 时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
经亨颐突然被官厅调职， 日后的著名学者曹聚仁先生
以全体学生的名义， 用不无稚嫩的白话文写了一封信
给他， 表达学生们内心的惊惶和期望：“自从你去了以
后，我们连日的呼号叫嚣，好像小孩子失了慈爱的母亲
一样……”（《我与我的世界》）

想来， 无论哪一位校长， 能得到学生如此之敬与
爱，斯世足矣。 之所以记起这些，是因为在杨建一校长
殉职后，也有这样的评与议。 本来，如果仅从教育与师
德的角度谈杨校长，我感到特别困难，学校变为凶案现
场，校长成为牺牲对象，这一切，该从何说起？ 直到在报
道中读到乡民的回忆与追念，我突然有了强烈的感觉，
感觉他作为一名乡村学校的校长已然接续了旧日先贤
的精神，如张伯苓、陶行知、经亨颐，对学生用心、对教
师关心、对学校上心，所以，那一瞬间他才不懦弱、不畏
惧、挺身而出。

有目击者称“杨校长从校园内一直追到校园外，足
足追了 200 多米”，我们已无法确切知晓追出去的杨校
长在想什么，这是他生命的最后 200 米，是他作为校长
的最后 200 米———没错，他是校长！ 或许，在最后时刻
杨校长什么都没想也不用想，他就是要追出去，要抓住
凶徒，只因为，他是校长。

今天，我们如何做校长？ 有学者谈论这个话题，说
校长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件事，“领导教学、发展教师、建
设学校文化”，可是，如果拿杨校长来说，这 3 点，会觉
得这样的提法特别“虚”，这样的说法对一名校长而言
过于空泛亦显功利。 来看关于杨校长的报道片段：

“几乎每天早上，都是杨建一第一个打开校门，并
工整地在学校的签到本上写下日期并签上自己的名
字。 而每天晚上，学校 4 点钟放学之后，住在学校对面
的杨木匠常常会在 6 点多吃晚饭的时候， 才看见校长
锁门回家。

“没有课的时候，杨建一会在学校四处转转。 操场
旁的花草、楼顶的瓦片、走廊的电线、屋里的桌椅板凳
……在学校师生的印象里，这些都被杨建一修理过。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杨建一总不会忘记住在学校

的老师，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一起过节。 ‘在我们学
校，他就像大家庭的家长。 ’姜老师说。

“杨家琴记得，她上学的时候学习并不好，有点吊
儿郎当， 所以每次都会被兼任数学老师的杨建一留下
来……校长要让每个人弄懂才会离开。 ”

在这些最小的方面、最小的事情里，真真实实地看
到了一位殚精竭虑、 心系教育的校长———从这个意义
上，校长不仅是个职位，校长更是一种“精神”。 相片里的
杨校长身材瘦弱，但请看他的眼睛，坚毅、执着，这样的目
光，永远属于一位有“教育精神”的好校长。 最终，他做了
一名校长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情！

“回想从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你：‘这是什么？ 这
为什么？ 这究竟怎样？ ’你总常常恳切地指导我们，慰贴
地爱护我们， 并且以身作则用自治自励的精神勖勉我
们……”

这是曹先生写给经校长信中的另一段话， 拿来送
给杨校长，也希望所有的校长都能有这般胸襟与情怀，
“恳切地指导我们，慰贴地爱护我们”。

杨校长，您，走好！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

校长是一种精神
□ 冷玉斌

“教育是我事业的全部， 学生是我生命的全部。
为了教育事业，我无怨无悔；为了孩子的成长，我在
所不惜。 ”这是杨建一工作日记中的一段话。 2013 年
1 月 15 日这天， 杨建一用鲜血和生命为这段话做出
了最后的诠释。

这样一位“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优秀教育工作
者离我们远去了，怎能让人不感动？当然，我们在感动的
同时，更应该反思，什么时候我们学子的安全才能不再
需要“最美教师”、“最美校长”们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

教育除了教给学生科学知识， 首先得教会学生
怎样生存，面对危险怎样避险。 我们对偏远和农村地
区学校学生的安全教育、紧急疏散避险演练、“三生”
教育等有没有落到实处？ 还有，如何避免年老体弱赤
手空拳的杨建一“勇追”凶手的悲剧再次发生？ 我们
是不是更应该加强对教师、校长队伍的安全再教育？

最让我们揪心的是，校园安全网如何构筑？ 歹
徒怎能轻易地翻入了学校？ 2012 年 4 月，教育部发
布预警通知 ， 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切
实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 ，落实学校 “人防 、
物防、技防”措施，特别是抓好学校门卫防范 、宿舍
值班、巡逻工作，及时制止无业人员 、精神病患者 、
来历不明人员进入校内 ，严防校园伤害事故发生 。
校园保安和安保设备是保障校园安全必备的 ，教
育部提出的这些要求何时才能落地 ？ 下一个被伤
害的是不是就会是我们的孩子？

英雄校长杨建一危难时刻不懦弱、不退缩，该出
手时就出手，与凶残的歹徒做殊死搏斗，堪称楷模。
但愿英雄的鲜血，能让社会警醒，对偏远和农村地区
校园的安全现状进行反思，做出应变。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教育局）

“最美校长”拷问校园安保
□ 刘 斌

用生命诠释责任与大爱
□ 常作印

杨建一关键时刻奋不顾身、 挺身而出的精神令
全体老师感动，这个社会需要弘扬这种正义。 一名女
教师含泪说：“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我们要以他为榜
样，教育好学生，让杨校长的英雄浩气长存。 ”也有人
说：如果杨校长不被杀，也一定会被撤职、处分！

虽然这些评论说出了我们今天做校长、办教育
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但仅仅从这些方面去对待“校
长被杀”问题，我认为还缺乏理性思考和价值追问。

追问一：校长被杀，其社会价值何在？
校长被杀，县里的领导说“他的殉职是全县教

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他的本意是肯定杨校长牺牲
的正向价值，但这句话显然是一句空话、套话———
杨校长牺牲与否，全县教育事业还不照样发展？ 但
如果我们从“反面”看，也说到了校长的社会价值：
校长是一种职业，培养一位优秀校长不容易，校长
该不该去捉歹徒？ 校长有没有必要做这样无谓的牺

牲？ 校长的生命重要还是捉歹徒更重要？ 从社会价
值上说，杨校长的牺牲是不值得肯定和赞美的。

追问二：校长被杀，其教育价值何在？
篇头那位女教师的观点， 仍然是多年以来，我

们所倡导的赖宁精神的延续。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以人为本”的时代，所谓“以人为本”，最起码要尊
重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能随意为了“捉坏蛋”去做
这种无谓的牺牲。 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我们应该
剔除这样的教育价值观，因为“捉坏蛋”那是警察的
事，不是校长的事，更不是孩子的事。

如果我是杨校长，出于保护学生的使命和责任
感，也会和他一样与歹徒拼命。 但是，当我们从价值
上理性、冷静地做出判断的时候，就不能提倡和鼓
励教师和校长们一味地去拼命，也不能教育和引导
学生一味地去拼命。 因为，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杨建一背后的价值追问
□ 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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