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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静

如果孩子的老师在微信朋
友圈卖东西，作为家长买还是
不买？如果看到老师在微信朋
友圈频繁发广告，是赶紧屏蔽
还是默默忍耐？9月7日，微友

“拾月玖日”向平顶山微报反映
了朋友遇到的这一问题。

微友“拾月玖日”说：“有个
小学老师（班主任）开了微店做
微商，我朋友作为学生家长，天
天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老师代
理的微商品牌广告，还不敢、不
能拉黑这位老师！试问这样的
老师能有心思教好学生吗？在
职的小学老师允许这么做吗？”

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
访。

家长：
担心老师影响教学

记者从微友“拾月玖日”发
布的朋友圈截图看到，这位老
师在朋友圈卖的竟然是抗菌内
裤。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做微
商的老师卖的商品种类繁多，
母婴用品、化妆品、水果、零食、
鞋、包等，所卖商品并没有和老
师这一职业挂钩。

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她的孩子在市区建设路中段某
小学就读，为了方便和老师联
系，就主动加了老师的微信，后
来发现这位老师在朋友圈卖洗
发水、面膜之类的商品。

“这些也是家里常用的东
西，在哪儿买不是买。在老师
这里买也可以，但是她卖的牌
子，我都没听说过。不过为了
孩子，我买了两瓶洗发水和一
盒面膜，放在家一直没用。”这
位家长无奈地说。

记者问：“‘为了孩子’是什
么意思？老师有强迫你购买
吗？”

家长急忙解释：“没有没
有，就是觉得她教着孩子，买她
的东西也是希望她能对孩子好
一点。如果别的家长都买了我
们没买，怕老师有想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购买
老师产品的家长多数都是这个
心理，很少有家长是完全冲着
产品购买的。

不过令家长苦不堪言的
是，有的老师不仅在朋友圈发
广告，还把广告直接发给家长。

“我也不知道是单独发给
了我还是群发的，也没说让我
买，但这意思挺明显的。另外，
我觉得老师如果把精力放在做
微商上面，肯定影响教学。”一
位杨姓家长说。

老师：
利用课余时间做微商

市区某初中教数学的张老
师有了孩子后也做起了微商，
她主要从事海外代购。

张老师说，孩子喝的奶粉
是国外同学寄回来的，因为运
费昂贵，起初只是找朋友一起
拼着买，后来干脆做起了代购，
不仅卖奶粉还有纸尿裤、婴儿
用品等。“主要自己有这方面的
需求，也能挣点钱，但是挣得也
不多，而且我的微信从不加家
长，和家长的沟通可以电话说、
短信说，还有校讯通。”

张老师还表示，她是学校
的代课老师，工资并不高，她认
为这也是部分老师做微商的主
要原因。另外，卖东西一般都
是课余时间并不影响工作。“现
在家长要二胎的很多，加了微

信肯定会有家长买。可我不打
算利用便利让家长买我的东西，
因为的确会有些家长和这个网
友的想法一样，认为老师没心思
教孩子。”张老师如是说。

对于在朋友圈频繁发广告
刷屏的老师，张老师说这是老
师自身的问题。“我知道的和我
一样做微商的老师很多都是随
手一发，有人买就卖，没人买也
不会频繁刷屏，毕竟我们不是
专门做这个。”

教育部门：
可以制止，但处理没有依据

9月8日上午，记者登录市
教育局网站，看到了禁止中小
学教师有偿补课及禁止教师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的相关文件和
通知。

随后，记者致电市教育局
监察室主任冯学伟，他说未收
到禁止老师做微商的文件，属
于师德师风方面的问题可以向
师训科了解。记者又致电师训
科主任杨凯伟，他表示，目前没
有相关文件禁止教师做微商，
但是家长可以向教育部门反
映。“我们可以通过学校制止老
师这样的行为，但是如何查处、
如何处理，没有依据。”

微友：
支持反对各执一词

平顶山微报登出微友“拾
月玖日”反映的问题后，不少微
友参与讨论。从留言可以看
出，家长大多不支持老师做微
商。也有微友认为禁止老师做
微商对老师来说不公平。

微友“闲云孤鹤”作了一首
打油诗评论此事：老师做微

商，学生必遭殃！家长若不买，
学生必被甩！为师心不专，传
道放一边！展示逐利心，学子
亦趋金！若卖伪劣品，辱没教
书人！

微友“花开硕果”认为，大
家都知道做事要用心。既然选
择了，就要一心一意做好本职
工作。况且教师这个职业有其
特殊性，在百姓心中是非常崇
高的，为人师表不是一句空
谈。说到底是个别教师忘了初
心，一味追逐经济利益的心理
在作祟。

微友“一片空白”举的例子
让不少家长赞同：“假如说校长
做微商，你们做老师的会不会
潜意识里去买校长卖的产品？
虽然不怎么情愿，这跟老师做
微商，家长的心情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持不
同意见。

微友“爱，我在”表示，“是
不是老师除了教课，做其他事
都是错的？感觉社会对老师越
来越不公平，做点什么都要有
人拿来做文章，拿来批判。老
师也有自己的休息时间，难道
发个朋友圈都不可以？又没强
迫你买，你可以屏蔽了不看。”

“作为老师想替老师说句
话，老师工作之外的时间都被
管着不让补课了。除了补课辅
导，不做微商还能干点什么？
那点工资真心不够养家糊口。
我觉得老师做微商也可以，但
前提是不能刷屏，强迫、传销似
的让人烦。”一位老师留言。

“现在做微商的多了去了，
各行各业都有，医生、护士、警
察、公务员……凭啥就拿老师
说事儿？代课老师的工资低得
可怜，这不允许那不让干，拿啥
养家养娃？”微友“可可”说。

老师做微商，这事儿你咋看？

□记者 孙书贤 文/图

本报讯 9 月 10 日，郏县薛店镇
冢王村、88岁的老大娘不慎落入深
井。郏县公安消防大队二中队消防
官兵深夜接到报警后火速赶赴现场，
半个小时后，成功将老人救出。

据介绍，9月10日22时23分，冢
王村村民王亚伟电话报警，称其88
岁的岳母掉井里了。郏县公安消防
大队二中队消防官兵立即赶赴现场
救援。

在冢王村村西的红薯地里，几十
名村民焦急地守护在现场。消防官
兵疏散围观村民后，架起消防照明
灯，开始营救。

这口井有15米深，直径较大，井
内无水。消防官兵向老人喊话并向
井下输送氧气。随后，特勤班副班长
邱爽戴着氧气呼吸罩，系着安全绳，
来到井底。邱爽发现老人还活着，就
一手抱起老人，一手拽着绳子，双脚
登着井壁向上攀登。其他消防官兵
将他们拉了上来。此时老人昏迷不
醒，可生命体征平稳。经过现场急救
后，老人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治疗。

“俺母亲现在好多了，也没有骨
折，那天她在井里待了 10 多个小
时。真是太感谢消防官兵了！”昨天
上午，老人的女儿王爱菊在电话中说
道。

王爱菊告诉记者，9月10日上午
9点半，她母亲从家里出去，一直到
中午还未归。家人四处寻找，直到当
天22时许才发现老人落入深井。“母
亲是在红薯地里掐菜时不慎坠井
的。”

88岁老人落入深井
消防官兵将其救出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从9月5日起，郏县龙山
大道与经三路交叉口附近一饭店店
庆献爱心，为环卫工人提供 10天免
费午餐。

昨天中午，记者在这家爱心午餐
发放点看到，工作人员热情地招呼着
前来就餐的环卫工人，并端来了香喷
喷的卤面和鸡蛋汤。

“今天的卤面真好吃，还有鸡蛋
汤，挺不错的。”环卫工人李大爷高兴
地说。

据了解，这家饭店是郏县龙山街
道居民王曙光开办的，作为饭店一周
年庆典活动内容，饭店举行爱心奉献
活动，为环卫工人提供 10天的免费
午餐。该活动从9月5日开始，已持
续7天了，每天接待200多名环卫工
人。

爱心商家为环卫工
提供10天免费午餐

9 月 10 日，在市区西
环路与凤凰路附近的一座
展厅，大量酷似五花肉的
奇石吸引了不少奇石收藏
爱好者。

当天，59 岁的市民张
占省经过多年的努力，建
成自己的“肉石”博物馆。
5000 多块酷似五花肉的
奇石，让前去欣赏的市民
大开眼界。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市民建起
“肉石”博物馆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近日，有村民向记
者反映，鲁山县尧山镇新庄村
里的一段水泥路因施工方管理
不善，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路
泥泞，严重影响居民出行。昨
天上午，记者前往进行了采访。

该路段位于新庄村村部至

新庄村下树组，是通往新庄村
上树、水潭和老王沟组的必经
之路，其中泥泞路段有 100 多
米。

“特别是今天，路上泥格外
深，好几个村民都在此摔倒
了。”村民指着地上的一处血迹
说。

记者看到，路上的泥水确

实很深，足以盖住行人脚面。
有村民告诉记者，该段路

前方不远处是正在修建的尧
（山）栾（川）高速公路某工程队
的料儿场。平时运渣土时没有
遮盖，车里的泥土经常掉在路
上。两天前，尧山镇下大雨，把
施工便道上的泥土也冲到了路
面上，加之车来车往，造成了这

种现象。
“这主要是前天下大雨造

成的，我们已经组织人员在清
理，并向村民表示歉意。”昨天
上午10时20分，施工方负责人
李先生告诉记者，为了不影响
村民出行，他们还专门雇了 3
名村民作为此段道路的护路
员，负责管理这条路上的卫生。

晴天尘土飞扬 雨天满路泥泞
村民：施工车辆常掉泥 施工方：已组织人员清理

消防官兵下井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