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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摆渡人”护送学生 15 载
离世后全校老师接过接力棒
曾经，每周五的下午，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岳
井村的渡口边，总有一位
肤色黝黑的老师，无论刮
风下雨，都会领着一群学
生赶渡轮回家。
他，就是跨海护送学
生 15 载的“最美摆渡人”
——
—长 街 镇 小 学 岳 井 片
校老师张翎飞。 而在 1 月
14 日，张老师不幸因病离
世，享年 56 岁。
被护送的 33 名海岛
孩子， 一边留着眼泪，一
边折叠出一朵朵小白花，
默默地怀念着张老师。 而
岳井小学的 13 名教师庄
严承诺， 将接力张老师，
护送好孩子。

荩张翎飞老师在护
送孩子。
资料照片

一句承诺 护送学生 15 年

海岛孩子的求学路，并不
比深山大壑的孩子轻松。
宁海县长街镇隔洋塘村是
一个海岛村庄。2002年，由于
学龄儿童减少，只剩 46人的隔
洋塘村小学被撤并到被大海隔
开的长街镇小学岳井片校。
隔洋塘村的孩子被统一安
排到岳井小学寄宿上学，路上
要坐 20多分钟的渡轮。为此，
岳井小学作出承诺：每周有专
人负责送孩子上下学，不管刮
风下雨，都要把孩子安全送到
家和学校。
谁来接送？同为隔洋塘村

人的岳井小学教师张翎飞主
动请缨，揽下这个活，没有任
何报酬。
张老师说：“海岛孩子读书
不容易，我顺路，水性又好，是
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每周五，随着放学铃
声响起，隔洋塘村的学生们飞
快地跑到操场前，穿好救生衣，
之后就要坐校车去码头。
“要坐在客舱里不能坐到
栏杆上，不能站在跳板上……”
每次到码头后，张翎飞都会清
点人数，并提醒学生注意安全。
由于渡轮每次承载不能超

过 20个学生，剩下的由另一
个跟车老师看护着在码头边
的小房子里等候。20多分钟
后，轮渡到达对岸，等守候在
岸边的家长把学生一个个都
接回家后，张翎飞又坐渡轮回
来，再护送剩下的学生摆渡到
对岸，直到全部学生被家长接
走。有时家长没来得及接，张
老师会亲自护送学生回家。到
了周日，张老师又坐渡轮再把
学生们接回学校。
就这样来来回回 15年，
张翎飞接送了一批又一批的
孩子。

“既然答应了，必须要做到底！ ”

2007年 9月，台风侵扰宁
波沿海，岳井小学接到紧急转
移通知，当张翎飞带着学生到
达渡头时，发现渡船因风浪太
大已经停运。回学校，车子走
了；孩子们想回家又找不到船。
当时，雨越下越大，孩子们急得
都快哭了。
为了把孩子们安全送回
家，学校商定从附近村庄包一
辆车绕道把学生送到家。于是，
张翎飞便带着孩子们通过陆
路，辗转 1个多小时、途经 80
多公里，终于安全地将 27名学
生挨个送到家。
几年前，张翎飞从隔洋塘

村搬到了宁海县城。周五护送
孩子们到家后，他还要赶渡轮
返回王家渡口，骑电动车到长
街镇，再坐公交车回到县城，
最后转公交车才能到家。尽管
要多花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家，
但张翎飞依然坚持接送学生上
下学。
15年的护送路，张翎飞从
来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他说：“ 当初学校答应了家长，
我又担起这个工作，所以必须
要做到底，老师是讲信誉的！”
张翎飞不仅是孩子们的
“摆渡人”，还是孩子们的义务
邮差。天气冷了，孩子要添衣

物，家长会让张老师带过去；孩
子生病感冒了，家长会让张老
师送药；春游或秋游到了，家长
会让张老师给孩子带零食……
岳井小学六年级学生董佳
航的妈妈商俊香眼泪在眼圈里
打转。“不管对学生、家长、村里
人，谁有要求，要帮忙，只要他
能做到，他都会去做，张老师很
热心的。”
三年级学生张芝晗的妈妈
说，家中两个孩子，都是在张老
师护送跨海上学中长大的，大
女儿今年已经上大学了。“张老
师就像我们家里人一样，对孩
子非常好，很负责任。”

13 名教师接过了护送“接力棒”

15年护送路，张翎飞从没
有请过一次假。女儿张怡说：
“父亲常说自己是隔洋塘村的
儿子，把村里的孩子教育好、保
护好也是自己的责任。”
年轻教师叶笑笑清楚地记
得，一个海风如割的深秋，为了
让一个感冒的孩子穿得暖和
些，张翎飞把自己的外套给了
学生，他自己则在码头上颤抖
着等待渡轮，最后着凉发烧。
2017年 3月，张翎飞因身
体不适需要住院手术，暂停护

送学生。在张老师病重期间，他
还时刻念叨着需要护送的那群
孩子们，向同事询问起孩子们
的点点滴滴。
岳井小学校长叶兆明说，去
年底张老师的病情严重了，老师
们赶过去看，知道张老师惦记孩
子，也带了几个护送过的学生代
表过去。“那次张老师的身体已
很虚弱，他人很难受，但看到学
生很高兴，一直嘱咐我们，护送
学生来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张老师去世后，前来送行

的人一直没有断过。除了同事、
亲友、村民之外，更多的是张老
师教过的学生。
张翎飞老师走了，岳井小
学全校 13名教师接过了护送
的“接力棒”，组成了新的“摆渡
人”团队。
叶校长说，新的护航团队
以王胜华老师为首，12位年轻
教师全体参与。教师们说，要向
张老师学习，不仅做孩子求学
路上的摆渡人，也是孩子成长
路上的摆渡人！ 据新华社

电梯劝烟猝死案劝烟者终判无责
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过错
据 新 华 社 电 备受关注的
“电梯劝烟猝死案”于 1月 23 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
日在河南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担损失。根据公平原则，法院
驻经开区综合审判庭二审公开 酌定杨先生向死者家属补偿
宣判。记者从当事人劝阻吸烟 1.5万元。后死者家属再次上
者杨先生的代理律师单艳伟处 诉，2017年 11月 1日，二审于
了解到，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 郑州中院驻经开区综合审判庭
回死者家属田女士的诉讼请求。 开庭，未当庭宣判。
2018年 1月 23日，二审
2017年 5月，郑州的杨先
生在小区电梯内劝一老人不要 于郑州中院驻经开区综合审判
抽烟后，二人产生争执，老人情 庭公开宣判称，本案中杨先生
绪激动心脏病发离世。后老人 对死者在电梯内吸烟予以劝阻
家属将杨先生告上法庭，要求四 合法正当，是自觉维护公共利
益的行为。撤销河南省郑州市
十余万元的赔偿。
2017年 9月 4日，金水区 金水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人民法院对此事作出一审判 驳回死者家属田女士的诉讼请
决，认为被告的行为与老人死 求，并由田女士承担一二审共
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依照 计 1.4万余元的诉讼费用，并称
《侵权责任法》规定，受害人和 此判为终审判决。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晓林被查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邹乐）
责政务公开工作。
王晓林出生于 1963年 10
中纪委官网昨天消息，国家能
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林 月，重庆人。1989年，进入神华集
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 团前身华能精煤有限责任公司。
此后的 26年里，一直在华能精
织审查。
王晓林在国家能源局分管 煤和神华集团工作，先后任工程
综合司、煤炭司、人事司、直属机 师、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董
关党委、直属机关纪委，信息中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等职。2015
心、机关服务中心，中电传媒，负 年 8月赴国家能源局任副局长。
“
有毒”视频怎对孩子下得去手？
小猪佩奇“被”打针，米老鼠 对犯罪手法习以为常，并在生
惨遭车祸，艾莎公主做开喉、开 活学习中加以模仿。这种行为
颅手术……近日，一系列被儿童 一旦发生，可能会在小群体内
熟知和喜爱的卡通形象，经过 快速蔓延。”
20日，优酷、爱奇艺等平
“恶搞”和“包装”，登上了优酷、
爱奇艺等网络视频平台，引发家 台发布声明称，成立技术、运
长担忧和焦虑。尽管相关平台随 营等部门组成的专项行动小
后声明进行删除处理，但记者 组，对相关有害视频进行严格
23日仍在这些平台能搜索到部 筛查、屏蔽，集中删除处理。然
而，记者 23日在相关平台搜
分“有毒”视频。
一些家长评论说，披着卡通 索“天线宝宝”“ 小猪佩奇”等
形象的外衣，配以轻松欢快的背 关键词，仍能发现一些“有毒”
景音乐，这些“有毒”视频具有很 视频。
据了解，这些“毁三观”的
强的欺骗性，在潜移默化中传递
着负面信息，
“从可爱到可恶，是 “有毒”视频包含一些在国外网
站上下架的禁播视频，却在数
障眼法，更是烟幕弹”。
“这些动画视频和真人短片 月后流入国内视频网站。这些
夹带着大量血腥暴力、恐怖残 视频究竟是如何通过审核的？
酷、荒诞离奇甚至色情成分，不 面对记者函询，截至 23日 18
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中国社 时，爱奇艺、优酷方面并未做出
会心理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 回应。
面对这些“有毒”视频的强
心理学教授许燕介绍，儿童具有
很强的好奇心和学习欲望，但又 势入侵，该如何为孩子们的童年
缺乏辨别力、自制力和抵御能 护航？许燕建议，应加强顶层控
力，因此，很难自主屏蔽或远离 制，杜绝此类有害视频。一经发
现，相关部门应快速做出反应，
其毒害。
在许燕看来，这些超越儿童 同时加大处罚力度，通过关停整
年龄和身份的视频应该受到严 顿、封杀销号等方式，净化网络
格抵制。“孩子长期受此类视频 空间，阻断“有毒污染源”的传播
影响，很容易歪曲认知，误以为 和扩散。
暴力很正常、流血很好玩，甚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