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为您导

近日，来自四川广元的“狼爸”张禹，因为在
网上直播和 6 岁儿子的骑行“穷游”引发热议。

这次“穷游”，父子一人一辆自行车，负重 7 公斤，
每天骑行 60 至 70 公里， 从广元骑行至重庆再返回。
面对网友的质疑，张禹回应，这样做是为了磨练儿子
的心性，“总比孩子整天在家玩游戏强”。

（央广新闻 1月 24日）
带着 6岁儿子风餐露宿“穷游”，“狼爸”张禹一定

相信苦难能让人成长， 儿子会在磨砺中变得更加坚
强。但笔者认为，“狼爸”选择的野蛮教育方式，缺乏系
统科学的指导，并没有效仿推广的意义。

一来，“穷游”伤身。 广元到重庆，400余公里的路
程， 负重 7 公斤， 每天骑行 60 至 70 公里，“狼爸”的
“穷游”任务对成人而言都非易事，何况一个年仅 6 岁
的孩子。加上旅途条件差，父子两人的设备又不专业，
骑行的难度更大。 先不论这趟“穷游”能否磨练意志，
我们更关心路上有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会不会对孩
子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二来，“直播”伤心。“狼爸”将父子“穷游”的过程
进行网络直播，想把孩子打造成为“网红”。 6 岁的小
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本应在父母和老师的呵护下，和
同龄人一起快乐地生活、学习，但却因为骑行“穷游”，
登上了社会新闻的头条。“狼爸”不仅让儿子经历了旅
途的艰辛，也让他过早地曝露在舆论场中，成为人们
的谈资。

可怜天下父母心，笔者当然不怀疑“狼爸”对儿子
的爱，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没有十足
的把握，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类似“穷游”的“实验”。要知
道，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即便是挫折教育，也可以采取温和的
方式方法，而不是一场吃尽苦头、充满风险的“穷游”。

责编：胡荧 版式：曾善美 责校：钟智勇

通讯员 李妍蓉 曾欢欢
本报记者 余娅

“袁叔叔，您好！ 我叫袁亮，您还记得
20多年前您资助的一名山东学生吗？ 那
就是我！ ”2017 年 12 月 30 日，湖南大学
博士生袁亮带着妻女、父母，一家人来到
江苏常州，见到了自己想念了 23 年的亲
人袁成。

300 元雪中送炭
23年前，还在读小学一年级的袁亮，

收到了一笔 300 元的资助， 解了学费的
燃眉之急。“300元是当时我们全家一年
的收入。 ”袁亮介绍，父母都以种地为生，
当时，哥哥姐姐已经成家，正是家里经济
最困难的时期。

“若不是这 300 元雪中送炭，我可能
早已辍学。 ”当年面临辍学的袁亮，现在
已经成家， 在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攻读博士研究生。 当时的受助卡，他一直
带在身边，用来激励自己努力学习。 高中

毕业后袁亮通过国家助学贷款、 勤工助
学继续学业，一直读到博士。“这 300元，
改变了我的人生， 甚至是我们全家人的
未来。 ”

“小时候，父亲就常常跟我说，我们
有一位亲人在常州，叫袁成，要带我找到
他。 ”找到这位亲人，当面致谢，成了袁亮
和父亲的心愿。

受助卡成寻恩线索
如何找到资助人？ 受助卡成了袁亮

的唯一线索。 在家读书时，他把这张卡一
直锁在柜子里；上大学后，他怕遗失就随
身携带，一直收藏在毕业证书里。

从小学开始， 袁亮就按照受助卡上
的地址，给资助人袁成写信，但不知什么
原因没有寄到。 上大学后，袁亮的心愿愈
发强烈。“我在网上搜索受助卡上资助人
的信息，在全国的袁姓家族群里也找过，
但一直没有下文。 ”2016 年，袁亮打算带
着妻女一同到常州， 按照受助卡上的地
址开始寻找。 虽然最后因其他事务未能

成行，袁亮却一致没有放弃。
直到最近，袁亮在某论坛发帖，提到

了资助单位“常州供电局车辆管理所”，终
于有网友回应，并提供了现在单位的联系
方式。

期待善举薪火相传
袁成告诉记者，自己当时刚参加工作

不久， 是常州供电系统的一名普通驾驶
员。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通过常州公司团
委的公益活动，资助了山东的一名贫困小
学生。“当时听说那个孩子才读小学一年
级，家里比较困难。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
没多想，答应资助了，其实也没多少钱，就
几百块，具体数额我都不记得了。”袁成没
有想到，自己的小小善意，居然让袁亮铭
记了 23年。

为了这次见面，袁亮专门请湖南一位
书法家写了一幅字———“恩重如山”。袁亮
说，这张纸虽薄，但袁成对他的恩情却有
千斤重， 自己有条件也会资助有困难的
人，让善举薪火相传。

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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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前，读小学的袁亮收到 300 元资助，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3 年后，他成家立
业，跨越 1000 多公里，找到恩人当面致谢，了却了心底埋藏 23 年的“寻恩梦”———

湖南大学博士生千里谢恩

本报讯 教育是老百姓当前最为普遍关
注的焦点问题。 1月 24日，在湖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省长许达哲代
表省人民政府作工作报告， 其中提出要优先
发展教育事业。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包括促进学前教育发展，开展规范中小学
办学行为专项整治；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
系，重点在 10 个县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攻
坚； 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实施高校
“双一流”建设计划，启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高考改革； 基本消除义务教育
超大班额；在 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建设“芙
蓉学校”。

25 日下午，《湖南省 2017 年预算执行情

况与 2018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简称“报告”）
提交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 报告中披
露，2017 年，湖南省继续把民生作为优先支出
方向，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 70%左右。 2017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857.7 亿元， 增长
8.2%，主要投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就业社
保、农林水、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

报告亮点很多， 下面晒晒有关教育事业
的重要内容。

2017 年，花 15 亿元建设“双一流”
2017年， 湖南省的教育支出为 1110.3 亿

元，增长 7.6%。 设立规模 15 亿元的“双一流”
建设专项资金， 集中支持 12 所大学和 10 所
高职院校启动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 大
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

款提高到 1.2万元。建立完善生均公用经费制
度，大力提高普通高中学校经费保障水平。 全
省投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 88.8 亿
元，确保城乡学生享受同等免补政策。 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现 51 个贫困县
全覆盖， 为 209 万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863 万名学生享受奖助学金、免学费、免费教
科书等政策资助， 重点将建档立卡家庭贫困
学生纳入资助范围。

湖南 2017 年科技支出 90.2 亿元， 增长
26.3%。设立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资
金,支持自创区在重大创新、人才引进、企业培
育等方面先行先试。 启动运行规模 6亿元的湖
南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 以市场化方
式推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支持企业承接省内

高校、科研机构科研成果开展产业化投资,健全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完善省级科研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放权松绑”激发创新活力。

2018 年，普高贫困生免杂费和书费
2018年，湖南将在教育上持续发力。补齐

省属高校基础办学条件短板,支持具有创建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潜力的高校做优做强。 全
面免除普通高中阶段建档立卡家庭贫困学生
学杂费和教科书费,困难学生从学前到研究生
教育资助政策实现全覆盖。 支持 40 个武陵
山、 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县和国家级贫困
县， 每县建设 1 所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较好
的中小学校。 进一步加大投入，引导市县加快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消除“大班额”计划。

刘璋景 李成辉

“湖南账本”亮相 教育发展解读

“穷游”有风险“狼爸”勿效仿

余
娅
怎
么
看

点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为风雪里的体育健儿点赞。

看图说话

□ 余 娅有梦不畏风雪寒

在天气更为严寒的兰州市榆中县， 黄土高坡大山之巅的连川小
学，海拔 2300 米，自然条件恶劣，但山里娃组成的足球队员几乎每天坚
持训练，因为“走出大山，以后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是他们的梦想。

新华社 丁凯 摄

▲

1 月 26 日，长沙迎来 2018 年首场降雪。 当日，湖南大学 2018 年
高水平运动员足球招生测试在学校足球场进行，地面已经积上了一层薄
雪，虽然天气寒冷，但考生们热情不减。

中新社 杨华峰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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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足不出户”
就可认证学历学位

>>03 版
学员爆棚，学习爆好

没捐款就该被示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