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5 月 23 日在其官网公
布了《关于 2019 年拟批准设置高
等学校的公示》，公示名单涉及 11
所高校，有 4 所高校由“学院”更名
为“大学”，4 所高校由“独立学院”
转为独立设置的本科学校。进入新
世纪之后，中国的高校突然兴起了
一阵“改名热”， 许多高校似乎觉
得，如果不取一个“高端大气上档
次”的新校名，实在不足以衬托出
本校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

（5 月 25 日 澎湃新闻）
@ 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将一

些专科学校更名为本科学院，将一些本
科学院更名为综合大学的做法，如果是
学校的办学定位、 层次调整需要更名，
我们无可厚非。 然而，不排除部分更名
高校存在名不副实的情况，其中，最关

键的是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跟不上。这
种“换汤不换药”的更名对于人才培养
毫无作用，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更名
的关键不单纯是校名的“高大上”，而是
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也要“高大上”。

@ 武冈市泉塘中学林日新 国际
上的一些知名高校， 如麻省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等， 虽然没有改名成大

学，也没有妨碍它们成为世界一流学
府。 所谓“大学”者，不是有大楼，而是
有大师。 对于大学来说，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尊重学术，形成浓厚的学习
气氛，才是最理想的高校氛围。 高校
与其在更名上绞尽脑汁，还不如将更
多的精力放到练好“内功”上去。

@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中学贺海
平 高校改名不能只图面子的靓丽，
更应注重里子的真材实料。 笔者以
为，教师队伍的素质才是高校教学质

量的生命线，是学校的“内功”，也决定
了学生学业水平的高低。 练“内功”，需
要下苦功夫， 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
力， 更需要时间的积淀。 如忽略“内
功”，而只注重强调外在的面子，即使
是招来了高分学生，四年后，未必能出
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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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厕所是一个既公共又
私密的空间，同时也是反映一个人、一
个社会文明素质的地方。 对于学校而
言，如果厕所臭气熏天，可能会导致学
生对学校产生抵触情绪， 严重的话甚
至会沾染疾病，危害身体健康。 新闻中
的小学发起“厕所革命”，不仅营造了
良好的如厕环境， 背后的教育意义更
发人深省。

通过学生亲手设计厕所的外观
与主题，迎合学生喜好的同时，也锻
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培养了他们的
主人翁意识———自己设计的，当然要
维护好了。 一位男生在报道中直言厕
所图案很好看，不忍心去破坏。 其次，

“厕所革命” 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劳动
能力以及文明素养。 在应试教育的背
景下，学校“唯分数论英雄”，却忽略
了学生素质的发展，引导学生美化厕
所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他们
的劳动能力。 此外，只有学生亲自打
扫过厕所，才会对不文明的如厕行为
更加“深恶痛绝”，从而转化为如厕行
为的自律，久而久之文明素养自然也
就提高了。

“厕所革命”还反映了一所学校从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优良校风。 如
厕事听起来虽小， 厕所也不过仅占学
校面积的一隅， 但上厕所是每个人再
平常不过的需求。 学校不光是教授知

识的地方， 同时也要营造良好的文化
氛围，熏陶学生的品德修养。 如果学校
对小小的厕所都如此用心， 必定也会
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教育他
们凡事要在“实”上做文章，在“小”上
下功夫， 从身边事抓起， 从点滴事做
起。

前段时间，不少学校都进行了校内
井盖的趣味涂鸦， 在井盖上绘出以国
防、科普、环保等为主题的作品。此举不
仅美化了校园环境，也为师生营造了独
特的人文氛围， 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
用。 由是观之，厕所文化也应该成为校
园文化的一部分， 厕所文化搞好了，更
容易激发全体师生的爱校之情。

校园“厕所革命” 于小处见文明
□ 黄小燕

从今年 4 月起， 杭州市西湖小学教育
集团紫萱小学校区的厕所成为学生打卡的
热门“景点”。 该小学的厕所外观不仅由学
生们参与设计成森林、卡通等主题，厕所的
功能也得到了改造，既美观又实用，大大提
高了如厕体验。 此外，每个班的学生都要自
己美化厕所环境， 每个月学校还会进行厕
所星级评比。 （5 月 19 日《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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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秧田村有一面两层楼
高的墙面， 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
走出的 26 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
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
校展示。自 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
以来， 这个 5000 多人的村子，考
出了 26 名博士和 176 名硕士，这
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

（5 月 22 日《中国青年报》）
大家若有心，去时下的中国农村走

一走，就不难发现，村民们家里的墙面
多被利用起来打广告、卖产品，但在浏
阳市秧田村， 却有一面印满“乡村名
人”的墙，这些名人不是富甲一方的企
业家、位高权重的官员、炙手可热的影
视明星， 而是村子里走出去的“读书
人”———恢复高考以来，村里考出的 26
名博士和 176 名硕士，是村民们最珍视
的财富，也是村庄过去四十多年积淀的
荣耀。

这面墙很暖心， 在“乡村凋敝论”
“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当下，秧田村
民用一面博士墙告诉大家，乡村没有凋
敝， 反而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尊师重
教，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抚育了一批又一
批优秀人才；它同时为“读书并非无用”
给出了有力的证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
在， 知识都在改变着农村孩子的命运，
而未来，“读书”仍然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所在。

这面墙很励志，墙上刻着的并不是
远古的神话传说，亦没有空洞的口号和
说教， 而是真实发生在当地的人和事。
秧田村在这里刻下农村孩子破茧成蝶
的故事，让“过来人”的真实经历，成为
今天的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向导，引导
他们继续将“读书”视为改变自我命运
和家乡面貌的途径。 等到他们走出农
村，又成了励志故事的主角，让博士墙
成为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循环。

建设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题中
之义，什么样的乡村最美？ 笔者以为，乡
村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每座村庄
都应该有一面博士墙， 用它铭记历史、

展示过去、照亮未来。

把握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方向性和实践性
□ 湖南科技大学 仇怡

每座村庄都要
有面博士墙

□ 余娅

为什么学？必须从思想上清醒认识
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强调，政治
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
上的坚定。 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学习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通过学
习—掌握理论—坚定信念—牢记使
命—修炼自我—担当作为” 的逻辑主
线， 领悟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思想建党是我党的重要法宝。作为党的
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只有通过系
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
地学习，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 才能形成坚定的理想信
念。 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有
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再结合中国的历史
与现实，就会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而
要做到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必须“修”
“为”并重，“修”是修炼自我，“为”是担
当作为。而其中自主的理论学习是“修”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学什么？ 必须从内容上正确把握理
论学习的方向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当前进行理论学
习的重中之重。 因为它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 更是与新时代
的发展相适应的。 我们不仅要深刻认识
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四大意义”，即时代意义、理论意
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更要深刻理解
这一思想中“四大内容”，即核心要义、精
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特别要重
点弄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论源泉、 实践基础、 战略考
量。 通过把握“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
持”的具体内容，从思想上、行动上都统
一到新时代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上来。

怎么学？必须从方法上注重提高理
论学习的实践性。一要坚持“强学强记、
常学常新”的学习态度。 我们学习理论
时一定不能形式主义、走过场，一定要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要紧密

结合新时代新实践，紧密结合个人思想
和工作实际， 有针对性地重点学习，多
思多想、学深悟透，要知其然更要知其
所以然。 把“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
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贯穿到学习
的全过程。 二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的学习方法。经验告诉我们，只
有原著原文才最能体现理论的本质与
精髓。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就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只有逐字逐句逐段
逐篇深入研读，分专题、分领域系统研
学， 才能深刻认识这一思想的核心要
义，才能真正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 三要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理论指导实践”的学习目的。理论
联系实际是理论学习的关键，学习过程
中，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不能学过以后不留
痕迹、不发挥作用，更不能为了学习而
学习。只有学懂了、弄通了，才可能去做
实，才可能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真
正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的学习效果。

校名“高大上”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