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见义勇为的女大
学生崔译文

【故事 】前不久，在广西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
区， 崔译文晚自习后和同学
小梁结伴回宿舍。 经过操场
时， 一名男子企图对小梁行
凶， 崔译文赶紧上前把小梁
推开，自己身上多处受伤。 面
对人们“为何敢”的问题，她
回答说，“因为我是军人的孩
子”。

【点评】
危急时刻，与凶手搏斗，是极为危险

的事。 崔译文之所以敢“冲上去”，勇气自
不必多说， 更重要的是良好家风的熏陶。
正如网友们点赞说，“他们是军人家庭，家
风一直很好，崔译文的义举其实和家庭榜
样的示范力量分不开。 ”

好家风有刚强的秉性。 2001 年，崔译
文的父亲崔宏伟在一次执行海上任务时，
发现钢缆要断裂，他推开战友，自己却被
钢缆击中， 一个月里先后动了 3 次大手
术、30 多次小手术，但他始终坚信，“不管
多难，我都要站起来!”好家风也有柔情相
待。 面对五级伤残的丈夫，崔译文的妈妈
有一颗坚强的心，再苦再累都不会向命运
低头， 即便下岗当超市导购也都微笑面
对。父亲的言传身教、母亲的行为示范，让
女儿拥有了一颗以善良、正直、坚强为底
色的心。

好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于润
物无声处感染人、滋养人。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
家教， 有什么样的家教， 就有什么样的
人。 ”崔译文自小浸染父母传递的优良家
风，收获着坚毅、勇敢、乐观、向上、向善的
力量。 再看看“时代楷模”杜富国的父亲，
一向教育孩子“能为国家做事，全家都光
荣”，将此融入血液、刻入言行的杜富国，
在生死关头能选择“你退后，让我来”的壮
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 ”正因为有千千万万家庭一以贯之
弘扬传承优良家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发展才有
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
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只要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每个家庭都
能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
一分子。

有人说，守望家风，就是守望中华民
族精神大河之中的浩荡清流。把好家风融
入精神血脉里、体现在具体行为中，就能
让更多善行义举在新时代绽放荣光。

编辑：彭静
版式：姚慧 校对：沈皓玮

2019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师说02

苏大毕业典礼又上了热搜，但这次
上热搜的原因不是校长“恭喜你们 C 位
出道”之类的金句 ，而是让人倍感扎心
的“毕业生代表参加”。 此前，苏大发通
知称，该校将举行毕业典礼 ，出席对象
为“2019 届毕业生代表”。 有人认为，没
有人愿意自己的大学生涯“被代表”，连
毕业典礼都不能参加，岂不是一生的遗
憾？

尽管校方称限制参加毕业典礼人
数的原因系场地受限，并强调毕业生代
表也不一定局限为优秀毕业生，但这并

不能抚慰部分毕业生受伤的心灵。 “代
表”究竟怎么遴选？ 按照毕业生的优秀
程度分发毕业典礼的入场券，显然会伤
害不少人的感情。 要么抓阄、抽签确定
人选，这样最公平，容易被接受。

对毕业生来说，参加毕业典礼是一
种正当权利，校方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
学生的权利；对高校来说 ，让所有毕业
生参加毕业典礼是一种基本的职责，重
视学生本来就是高校校长的分内之事。
换言之，一个大学的办学理念 ，从毕业
典礼上也能看出一二。 近年来，有不少

高校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坚持为每名毕
业生拨穗，一场典礼持续好几天 ，校长
站了几十个小时，令人钦佩。

这次苏大紧急调整毕业典礼方案，
全校毕业生均可参加，也从一个侧面证
明：让所有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没那么
难，关键在于高校管理者有没有意识到
毕业典礼的重要意义，有没有把学生的
切身感受当回事。 届时，不知苏大校长
是否还会金句频出 ，窃以为 ，校长在毕
业典礼上给全体毕业生道个歉，也许更
恰当。

毕业典礼本应“一个都不能少”
□ 陈广江

6 月 8 日下午，高考最后
一场考试即将结束。安徽合肥
十中考点大门外，已聚集了多
名考生家长。 5 时许，英语考
试结束， 考生陆续走出考场。
一名身着黄色 T 恤的高个小
伙从大门走出， 脸露微笑、步
伐轻盈，他径直走向人群。 母
亲冲着他说了句，“结束了”。
小伙回，“妈，我有话和你讲”。
这位母亲还没来得及反应，儿
子突然跪了下去， 高声说，

“妈， 谢谢您， 这些年您辛苦
了”。母亲见状，双手抱住儿子
的头，哭了出来。

（6 月 9 日《成都商报》）
同样一件事情，有人感动

流泪，有人褒扬有加，更有人
称之为一堂最生动的 “感恩
课”、闪亮的“成人礼”。但事后
也有人斥之：下跪感恩，是在
摆拍作秀，不值得提倡。

提倡不提倡等会再论，但
“摆拍说”应该站不住脚。细看

图片，这样的场景能随便摆拍出来？ 能有
如此真切的现场感和视觉冲击力？ 若是
摆拍， 恐怕也不会看哭许多现场的女家
长。 再者，报道讲得很清楚，这一幕正好
被住在合肥十中附近的摄影爱好者焦帅
拍了下来。 而这个焦帅，这几年高考都会
到合肥十中拍照， 拍下走出考点的孩子
们的表情。

事情发展到这位母亲还要出来回应
“摆拍”的质疑，的确可叹。 不过，有人质
疑， 也更说明孩子是否懂得并学会感恩
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妈，谢谢您，这些年您辛苦了。 ”大
恩不言谢， 但这句朴实的话语无疑是这
位考生发自内心的呼喊。 此种感恩心理
也许别的考生也有， 也许在其它时机和
场合早就通过各种方式向父母表达过
了， 但这位考生在高考结束后的第一时
间以这种方式大胆地表露出来， 应该予
以肯定和鼓励。

在一个物化的时代， 人们听到多少
“如今孩子不懂感恩”的议论，有人甚至
将其称为如今孩子的“缺陷”之一。 从此
意义上讲，“跪谢” 母亲之举带给人们和
社会的，不仅是一种浓浓的亲情和暖意，
也是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之气。

当然 ，感恩父母的方式很多 ，发信
息表达 ，帮做家务 ，送小礼物以及成人
之后的各种回报，都可选择。 但就像有
人所提出的，“跪谢”这种方式还是不应
提倡。

6 月 3 日，有网友报料：一个名为
青少年国学教育研究开发工作委员
会的组织，拿着落款为驻马店市教育
局关工委的驻马店市教育局红头文
件，打着国学公益大讲堂的旗号推销
听读机。 当天，驻马店市教育局回应
称，已成立调查组，对网曝的国学公
益大讲堂成推销会一事进行调查，该
局关工委被要求写出深刻检查。

（6 月 4 日《河南日报》）
学习国学，诵读经典，弘扬传统

文化，振兴中华文明，本是一场十分
有意义的活动。 可是这次的国学公益
大讲堂却摇身一变成了听读机“推销
大会”， 还拿着当地教育局红头文件
的落款，原来在这个所谓的公益讲堂
上，“中华文明” 不过就是块遮羞布，
售价 1500 元的 “智慧天才国学经典
听读机”才是真正的“主角”，实在令
人咋舌。

按照教育局的说法，出现此种状
况，是该委审核不严，“被活动方忽悠
了，骗子连教育局都忽悠。 ”这一句话
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何其无

辜？ 可事实上，到底是藏着“猫腻”，还
是教育局着实冤枉，恐怕只有当事人
自己知晓。 但事实如此，把国学公益
大讲堂上成了推销会，教育局怎会那
么好骗，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教育局
被“国学骗子”牵着鼻子走的真正动
机了。

面向全市学校开展国学公益大
讲堂活动，教育局难道连主办方的资
质都不清楚， 就堂而皇之的答应了？
不对主办方有起码的了解和审核，就
让“拉大旗作虎皮”的山寨组织进入
校园，审核不严，自己被骗，不过是教
育局 “事后诸葛 ”的理由罢了 ，打着
“悲情” 的旗号博取广大家长和群众
的同情，这样的解释也不能说服“吃
瓜群众”，“无利不起早”，倘若背后真
的存在利益链，那就不只是退回产品
这么简单了。

到底是国学骗子“骗术高超”，还
是教育部门“很傻很天真”，希望有关
部门能够一查到底，不能让广大家长
落入“陷阱”而不知其由，也要给群众
一个满意的答复。

招考试题岂能雷同

日前，针对网传山东某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教师语文考试试卷与某市高
考模拟试卷雷同问题，事后，当地县政府成立了由县纪委、编办、公安、人社、
教育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网上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 目前已
经查明，因委托的市外第三方命题机构工作严重失误，导致语文笔试试卷与
一套高考模拟试卷多处雷同。 当地政府表示，将重新组织此次考试笔试，免收
考试费用，考试时间另行通知；同时，对相关责任人及第三方命题机构依法依
纪严肃处理，对网上反映的其他问题一并调查处理。

对此，有评论指出，事业单位招考代表官方行为，是在给事业单位选拔人
才，而只有确保公平和公正，才能够让社会感受到正义，否则，只会让事业单
位招考丧失公信力。

王铎

针对网传“苏州大学毕业典礼仅让毕
业生代表参加”一事，该校 6 月 9 日回应
称，原定典礼方案受场地座位限制，只能
邀请毕业生代表参加，目前学校已作出调
整，更改典礼时间和地点，全校毕业生均
可参加，按校区分为上午、下午两场。

（6 月 9 日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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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被“国学骗子”牵着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