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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建议农村教师待遇一定要超过城市教师引热议——

城乡教师待遇一体化咋样？
□本报记者 孙华峰

策划 高 亢 责任编辑 孙华峰 王 佳

农民抚养弃婴未娶妻生子获点赞——

不完整家庭需要完整爱
□本报记者 黄岱昕

3 月 11 日，全国政协委员俞
敏洪在回答记者关于“如何实现
教育公平”的问题时建议，凡是
在农村中小学教书的老师，在薪
酬 体 系 上 应 该 比 城 市 老 师 有
20%—30%的上升。“因为我们都
上过学，都知道优秀老师在什么
地方，优秀学生就出在什么地
方。通过待遇上的提升，我相信
农村老师的质量就会有比较好
的提高。”

俞敏洪的建议经媒体报道
后，迅速在网上掀起热议，该建
议还入选了@人民日报官方微
博的“2015 两会好声音”。俞敏
洪的建议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
持，也有网友认为，期望值过高
反而难实现，争取三到五年时
间，让农村教师的待遇与城里教
师待遇相当就中。

“家庭虽不完整，父爱却很完整！”网友这样为杨申林
点赞。“二十多年前，淮阳农民杨申林接连收养两名弃婴，
为了养大两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日子过得清
贫，至今没有娶妻生子。”3月 16日，大河网官方微信发布
此消息后，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youngbeen”：杨申林的家庭
虽不完整，但是他给予两个女儿的爱却很完整。虽然是
收养的孩子，但是老杨总是尽可能把最好的条件给女儿，
这不就是最纯真的父爱吗？这样的大爱超越了血缘，温
暖了社会，给咱河南汉子点个赞！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喵咪”：放弃结婚生子，对大多
数人来说是很遗憾的一件事。为了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
弃婴而放弃，更是令人敬佩。当年他可以对襁褓里的婴
儿视而不见，也可以选择把她们送到福利院，可是他没有
这么做。或许放弃孩子的父母有很多苦衷，可是看看杨
申林的义举，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吗？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尧舜之间”：看了这个故事很
感动，不过还是希望杨先生能有个好归宿。奉献爱心还
是量力而行比较好，帮助别人不应以牺牲自己的家庭为
代价。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父爱也需要母爱。
如果能让条件更好的家庭收养，或许两个孩子会有更好
的前途。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桔子”：
感动之余，更希望这样的故事能不
再发生。希望每个孩子的父母在
孕育生命前谨慎考虑，在孩子诞生
后认真负责；希望社会能对弃婴给
予更多关爱，法律能给予弃婴更加
完善的保障体系。只有社会各界
形成合力，才能让每个孩子都有健
康成长的环境，也让更多的“老杨”
不再牺牲自己。

新华社原总编辑、70多岁的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南振中，寒假给学生写 74封“解惑信”，近 9万字，解答学生
遇到的问题，并自称这是他的“寒假作业”。

这一事件在网上迅速形成热点，不少网友感叹“到哪儿去
找那么好的导师”。同时，南振中被网友赞为“中国好院长”、

“十足好暖男”。3月 16日，网友“梦笔生花”发帖向南院长回
了一封公开信，祝南院长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网友：“中国好院长”非南爷爷莫属
大河网网友“天天笑”：给这样的院长点赞！我的孩子今

年上大三，如果他的院长能这样就好了。院长不同于普通的
师者，他的一言一行，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鼓励所
散发的能量，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和鼓励着学生。

@萌妹子：整个寒假，包括春节假期南院长都“宅”家提
笔，为了给同学们解答疑惑，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最早一次
凌晨 2 点就起床了，74 封信，近 9 万字，为南院长的勤奋努力
点赞！“中国好院长”非南振中爷爷莫属。

@风不度：真棒！南院长是十足好暖男啊，到哪儿找那么好
的导师啊，我好羡慕、嫉妒收到南院长回信的同学啊，建议学校把
电子版一人发一份，或者传网上自行下载，让我们能拜读学习一下。

学生：从老师身上学到“忠诚”
郑州大学 2014级博士生 李凌凌

2014年 4月 13日，四十不惑的我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的复
试，投入老师南振中的门下，成为他的开门弟子。此后，我有
幸和老师进行着密切的、充分的交流，有时候通过手机短信、
微信和电子邮件交流。

让我惊奇的，一是老师回信之快。短信微信基本上是即
时回复，邮件通常在半小时内就会收到回复。他说，这是忙人
的办事风格，因为忙人的工作源源不断，拖延不起，只能即来
即办。我试着学习老师的做法，觉得工作效率确实提高了不
少。二是老师涉猎之广。基本上我提到的每一本书，无论专
业内外，经典通俗，老师都能信手拈来，纵横联系。三是老师
表达之严谨。基本上他的每一封信，都主题明确，逻辑严谨，
不枝不蔓，不加整理就可以直接发表。

有一次，在对我严厉批评之后，他发来一条短信：“为祖国
培养一两个优秀博士，也许是此生对祖国的最后回报。这心
境，望能体谅。”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什么叫“忠诚”。

给郑大学生写 74 封回信近 9
万字，南振中的“寒假作业”不一般

说说“中国好院长”
□本报记者 王 佳

网友给南振中的一封信
南院长您好，冒昧写信给您。我并非您的学生，但我

把您当作我最敬重的师长之一，您教给我的并非知识，而
是这个时代最为匮乏却也最需要的精神。

曾几何时，院长这个词在我心中是神圣的，但并非完
美，因为他缺乏亲切，从我上大学的那天起，院长就是个名
字，大学毕业没几年，我连院长的名字跟样子都记不得了。

最近我身边的好多人都在谈论您。朋友说，有几个
院长愿意下这般功夫去解答学生的疑惑？74封信近 9万
字，那得写多长时间？

如果大学里的院长、导师都能放下面子，俯下身子，
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去感染学生，以渊博的知识
去培育学生，以科学的方法去引导学生，以真诚
的爱心去温暖学生，以高尚的师德去影响
学生，用健全的人格塑造一切学生的美好
心灵，那我们培养的大学生一定很优秀，
将来走上工作岗位能更好地回报社会，报
效祖国。

最后想说您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
的力量，更是满满的正能量。

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大河网网友 梦笔生花

春 暖 乍 寒 。 植 树 节 这 天 ，一 大
早，伊川县的伊河湿地公园里，来了
一帮闹腾腾手拿植树工具的人，多是
农村妇女，她们是来给公园补栽树木
的。

一位抡起洋镐刨树坑的大娘引
起了笔者注意。“我今年 66岁，闲着不
干点啥，会浑身不自在。”大娘叫常留
香，是水寨镇宋村人。常大娘放下洋
镐告诉笔者：“我这年纪在家里没啥
事干，闲得慌就得找点事做。”

笔者接过洋镐抡了一会儿，不几
下就想出汗，可常大娘却能一口气挖
成一个树坑，这让笔者心生敬佩。

“老掌柜在家装车，我也不能闲
着。”问及常大娘老伴情况，常大娘

说，老头子是村里清洁工，每天都闲
不住。“我这一天能挣 50块钱呢，俺老
两口自己赚钱花，心里面舒坦，也怪
美哩！”

大河网眼遇客户端网友“伊河
邀月”文/图 记者 孙华峰 整理

农村教育跟不上，拿啥谈发展
大河网网友“秋意私语”：村里的老师到镇上

去了，镇上的老师到县城去了，县城的老师到市
里去了。农村教师流失的问题严重，为啥？归根
到底还是待遇不行。

@Mrs_吴亦凡的奶妈：支持！但是很难通
过啊，不过确实是一个很好解决老师下乡支教难
的办法。只靠奉献精神太难了，应该给予好的待
遇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农村支教。

@YY还是鸭鸭：真的，一个月工资才 2000
多些，都怀疑自己上大学真的有必要吗？响应号
召扎根基层，一旦上了岗，就真的是扎根了，乡村
教师需要组织的物质关怀。

整个教师行业都该涨工资
@娜姐要奋斗:代表们真是说到心里去了。

在物价与日俱增的今天，教师待遇却止步不前，
柴米油盐，房屋水电，没结婚的教师不敢结婚，结
婚了的不敢生孩子，生了孩子的都不敢来大姨妈
了，教师们得吃得八九十分饱来“钻研”那三四五
六个学科，管理那几十个学生啊！

@王少宾宾：不仅仅是农村教师存在待遇差
的问题！城市的教师照样如此，整个教师行业都
该上涨工资！

@合肥蜀兵：期望值过高反而难实现。现在
农村和城市教师待遇差别过大，现在要争取三到
五年，农村教师待遇与城里教师待遇相当。

提高待遇可解决一系列连锁问题
@放下与看淡：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应该成

为国策，中国现实是如果农村不能发展，尤其是
贫困地区不发展，那么，中国的发展最后还是会
出大问题的。

@柠檬cocolin7：真心赞！农村教师待遇好
了，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愿意留下来，就可以解决
一系列的连锁问题。

@Hi海苓：要是能提高，我也愿意到乡村继
续教书。

农村教育正在陷入困境，这是无可争议的
事实。

2014年 11月底，记者曾跟随着爱心组织和
大学生志愿者到淇县黄洞乡鱼泉小学一起献爱
心。

鱼泉小学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修建至
今已有近 20 年，硬化的地面已经是坑坑洼洼，
学校内没有操场和厕所。学校有四个年级，每
个年级一个教学班，共 23个学生，教师 5人，清
一色的娘子军，有 2人是代课教师，为了山村孩
子，她们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其中一位女
老师已经在这里教书 20年。另据了解，两位代
课教师的工资，每人每月还不到 1000元。

言谈中，年轻的女教师对外界充满了向往，
谁也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守得住那份清贫的寂
寞，会不会选择离开。记者了解到，在一家媒体
发起的问卷调查中，有 79.85％的农村教师认
为，“在工资待遇上给予更多倾斜”是吸引人才
到农村学校任教的最主要因素。

新常态，新征程，新作为。记者相信，随着
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破解农村教育困局
的行动会越来越快，城乡教师的工资待遇会越
来越接近，最终实现一体化。

农村教育困局急需破解

“春天来了，道路两旁柳树都发芽了，嫩嫩的、绿绿
的，格外好看，但这两天，有很多人挎个袋子捋柳芽，把柳
枝也折断了（见上图），好好的景观树变成了残花败柳，看
着让人心疼啊！郑州的绿色本就不多，捋柳芽的手下留
情吧！”3月 15日，网友“大白熊”的帖子引发热议。多数
网友表示，槐树开花捋槐花，柳树发芽捋柳芽，这种不文
明行为影响太坏了，要坚决制止。

大河网网友“爱笑的蓝蓝”：看着郑州东风渠的柳、柳
芽。让我又想起了拧小响，吹小响。想起了采柳芽，吃柳
芽，更想起小时候的美好回忆，而如今环境污染严重，在
雾霾、汽车尾气中柳树发的柳芽还能吃吗？

@华山论贱：在我们家乡，清明节要在门口插柳枝
的，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插，避邪图吉利。这是风俗，不
要把啥事都跟素质、道德扯在一起。

@小草莓：从中医学角度来说，柳芽有清热解毒、发
汗透疹的作用，但是作为城市绿化和景观的一部分这样
做实在不文明。

@芦苇丛中：在农村河沿有野生柳树，春天柳树长出
柳芽，人们就拿小筐去采柳芽，回家拌上面粉蒸着吃，如果
仅仅是采摘柳芽，不毁坏柳树，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

大河网网友“传说中的木头”：少吃几口柳树芽，对人
的身体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大家都去捋柳树芽，对树的
伤害却太大了。请大家手下留情，多植树少破坏。现在
正是植树时节，作为一个公民应积极参加植树活动，爱护
树木。

大河网网友“喵星人”：考虑到环境保护，我们还是应
该爱护树木，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口味，去破坏树木。君
子爱吃，取之有道吧。

66岁的大娘，好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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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柳芽该不该采
□本报记者 王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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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减资公告

汝南县常泰粮油有限责任
公司因公司内部股权调整，需
在汝南县工商局减少注册资金
840万元。特此公告。
汝南县常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声明

▲苗卫东洛阳医学专科

学校毕业证证号：88006，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左纪文一级建造师注
册 证 书 遗 失 ，注 册 编 号 ：豫
141060700240，证 书 编 号 ：
00023206，声明作废。

▲张世凯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遗失，证书编号：豫建安
B（2009）0602350，声明作废。

广州的冬天总是忽冷忽热的，害得我都感冒了，一个喷
嚏接着一个喷嚏的打，整天昏昏沉沉的，脑袋重的像铅一样。

三岁的女儿也看到我身体的不适，这两天都不怎么好动
淘气了，但却缠着我给她讲故事。我灵机一动，“妈妈生病
了，给你讲小时候你生病妈妈怎么照顾你的故事，好吗？”然
后，我带着女儿回忆，刚出生的时候，每天悉心照料衣食住
行，当学走路的时候，每天眼睛盯着唯恐有何闪失，当生病的
时候，每时每刻寸步不离关怀备至……女儿说：“我怎么不记
得了呀？”然后又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晚上，头痛的我再次早早入睡。突然，听到女儿站在床
头叫妈妈，顿时有点生气，怎么又来烦我了呢？开灯一看，女
儿用小手捧着一个杯子，杯子里冒着白云山板蓝根的热气。

“妈妈，你生病了，让我照顾你吧！喝一杯板蓝根就好了！”然
后，女儿像以前我给她喂药一样，自己先尝一尝温度，再一口
一口喂给我喝下，我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我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甜的板蓝根。

有一天，我们都将老去，孩子们会长大成人，他们有自己
的生活与未来，但这样的画面，会一直记在彼此心间。在
2014年的初冬，我的女儿，给我喂了一杯热乎乎甜丝丝的白
云山板蓝根。

世界上最甜的板蓝根
分 类 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