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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上午， 长沙岳宁大道金
唐公路至黄桥大道路段， 参加智慧车
列交通系统试验测试的各种车辆在有
序通行。当天，长沙市开展智慧车列交
通系统试验测试， 共有大巴车、 中巴
车、出租车200台参加测试。智慧车列
交通系统需要智能化道路，让人、车、
路协同， 使智慧车列最终实现全无人
驾驶。 记者 徐行 摄

评
论

又到开学季，从大学到幼儿
园， 大到数百万元的学区房，小
到几十元的教辅用品，为了给孩
子创造条件， 家长舍得花钱，商
家们也瞅准了商机。一些家长无
奈地说：开学“买买买”已成为
“碎钞机”。专家呼吁，应防止过
度消费，养成孩子相互攀比的不
良习气， 要让开学经济转变成
“经济”开学。

前几天， 网络上有人历数了
这些年来的“开学三大件”，从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被褥、脸盆、
暖壶，到八十年代中期的钢笔、手
表、收音机，再到后来的手机、电

脑、MP3，而今年的开学季，除了
雷打不动的“老三样”手机、电脑、
平板之外， 人们发现又增加了新
“三大件”：电子书、按摩仪和平衡
车。（详见本报9月2日A03版）

“三大件”的变迁既反映出经
济水平的提升， 也反映出一代又
一代人在物质需求上的不同。早
些年， 上学的仪式感主要来自于
一件朴素的新衣服，一个新书包，
更多的是一种心情和寄望， 而如
今开学必购的几大件， 更多的则
是一种自我满足、自我取悦，甚至
是不甘落于人后的攀比。 不仅学
生如此，家长也是如此，有家长就

表示，如果看到别的孩子有，自己
孩子没有，心里也不是滋味，怕孩
子自卑。

诚然，消费自由，如果有那
个经济能力， 给孩子配备齐全
也没啥， 但不少学生及家长在
此过程中显然有着较严重的攀
比心理， 尤其是一些孩子看到
别人有几大件， 于是不顾家里
经济条件不允许， 也必须要配
齐， 而家长也都会咬牙给孩子
添置。 这种勉力而为可能会给
孩子挣来面子， 然而坏的影响
也是存在的。 尚无挣钱能力的
学生只能依靠父母来获取自己

想要的物质条件， 父母的一味给
予， 只会助长其不断攀升的欲望
和依赖心理，很难让孩子懂得“一
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

过度消费还不利于让孩子们
养成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理念。
德国汉堡大学心理学教授迈尔思
说过， 青年人应该掌握至少三大
财富能力：正确运用金钱的能力、
处理物质欲望的能力、 了解匮乏
与金钱极限的能力。很显然，不少
青少年是严重缺乏这三大财富能
力的，且因为攀比心严重，还出现
过“大学生卖肾换苹果手机”的惊

悚事件， 更别提因为想要享受超
出经济能力范围之外的物质，从
而使得一些学生在“校园贷”、“裸
贷”等贷款中无法自拔，最终酿成
悲剧的诸多事例。

当然， 在这里并非要让学生们
必须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是希
望学生和家长能够量力而行， 不要
过度消费， 一些基础性的物资配备
齐全即可，享受型、奢侈型的物资，
大可等自己能挣钱了之后， 再去享
用。勤俭节约虽然是个老旧的道理，
但仍然是个有用的道理， 还是不要
轻易抛却。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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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最大规模的小学教
师教育和公费定向乡村小学教师
培养高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有
一份喜人的育人答卷：2011年至
2018年，该校公费师范生毕业后
平均从教率93.53%，其中乡村从
教率90.4%。

这意味着，该校公费师范生
中九成以上走上并坚守在教学
一线， 其中九成以上扎根农村
学校， 成为湖南基础教育的骨
干和中坚。

为什么这里的毕业生能坚守
基础教育、 扎根乡村学校？9月2
日， 开学第一天， 记者走进这所
“百年师范”， 探寻这里的红色文
化基因铸魂育人故事。

校园处处充满红色基因

9月2日上午，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东方红校区，19级805、806两
个数学班的学生开始了本学期的
第一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这堂课不是在教室， 而是在
户外。 在老师的引领下，100多名
同学在一栋栋中西融合的灰白建
筑中穿梭。校园里的道路、建筑、
广场等全部采用杰出校友和革命
家的名字命名，同学们在“时空穿
越”中，感受着毛泽东、蔡和森、何
叔衡、任弼时等“校友”为民族复
兴而奋斗的故事。

这里是毛泽东的母校， 有着
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教育传
统。学校培养了何叔衡、蔡和森等
一批国家栋梁， 历史上汇聚了徐
特立、杨昌济、谢觉哉等一批教育
名师大家，曾国藩、左宗棠、黄兴
等湖湘英才也曾在此求学。

校史是一座育人资源的“富
矿”。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深入挖掘
革命文化资源， 丰富红色教育内
容， 培养师范生的教育情怀和责
任担当。2003年， 学院主体部分
搬迁到了东方红校区， 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旧址建成毛泽东与第一
师范纪念馆，成为城南校区。纪念
馆复原陈列了14处毛泽东青年时
期革命活动纪念点， 全面系统地
再现了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执教、
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史实。

行走在湖南一师校园， 处处
充满了红色基因，红色文化“润物
无声”。

红色教育浸润学生心田

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
是众多游客到长沙必去的地方。
但对于湖南一师志愿讲解队的学
生而言， 这是他们特别有成就感
的地方。

“我们的讲解队伍都是从学
生中选拔而来。新生入学以后，第
一堂课就是参观纪念馆， 第二堂
课就是观看红色影视剧《恰同学
少年》。”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
书记彭小奇说，“我们学校的红色
教育，就是这么别具一格！”

这支由学生组成的志愿服务
团队， 每年保持100人左右规模，
迄今累计讲解近20万批次。 一批
批讲解员在奉献中锻炼能力、塑
造自我。

他们成振兴乡村教育生力军

“当一名乡村教师，只要还有
一名学生， 都能成为留下来的理
由。”今年25岁的石赢，2018年从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后， 来到
了怀化会同县漠滨侗族苗族乡学
校任教。 这是会同县最偏远的乡
镇之一， 石赢的到来给学校带来
了久违的生机和活力。

调查显示 ，2011年至 2018
年， 湖南一师已毕业公费师范生
9710人，目前仍有9082人任教于
基层一线， 平均从教率93.53%；
乡村从教8210人，占比90.4%。

“我们2011年毕业的学生，
是第一届公费定向师范生， 他们
的服务期到2016年就满了。但截
至2018年，89.88%的毕业生仍坚
守在基础教育一线。” 彭小奇认
为，是红色文化的熏陶，坚定了他
们的理想信念。

学生下得去、留得住，还教得
好、有发展。去年首届全国乡村新
生代教师奖15名获得者中，有8人
毕业于湖南一师。

■记者 段涵敏
见习记者 黄晗 通讯员 陈娴

“PK体系”打破“Wintel”垄断

CPU和操作系统被称为计
算机的两大核心部件， 而由微
软与英特尔组成的“Wintel架
构”长期垄断行业。未来，这一
局面将逐渐打破。

“经过几代的发展，‘PK体
系’正不断缩小与‘Wintel’的
差距。” 中国长城高级副总裁、
湖南长城科技董事长周在龙受
访时表示，通过换道超车，由飞
腾CPU和麒麟操作系统组成的
“PK体系”已实现跨越式突破。

近年， 计算机的自主安全
被越来越多地提及。而在湖南，
生产一台计算机整机已基本做
到零部件采购不出省。 中国长
城的飞腾芯片、麒麟操作系统，
国科微的固态硬盘， 景嘉微的
显卡，长城银河、融创微电子的

DSP……国产计算机体系的核心
部件，过半都能从湖南找到。

湖南有基础、有优势、有人才

湖南是我国信息产业版图中
的重要一极。发展信息产业，湖南
有基础、有优势、有人才，发展潜
力和空间巨大。目前，湖南省已培
育了长沙高新区、 株洲高新区两
大信息产业集聚区。

人才上， 湖南拥有国防科大、
湖南大学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3
所，每年培养出大学本科以上的计
算机及相关专业毕业生超50万人。

政策上， 人工智能传感器等
产业已列入湖南工业信息优势产
业链， 支持移动互联网、 集成电
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先后出台……

可以说， 湖南已具备了以国

防科大为技术发源地、 以中国电
子为龙头企业的产业链特色优
势，初步形成了基础软硬件、自主
可控终端及安全设备、 服务集成
及应用的产业链条。

随着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时代的阔步而来， 湖南正积极拓
展计算机其相关领域应用场景的
开发。

中车株机通过建立和优化生
产过程执行管理等信息化系统，
产品设计数字化率达100%，运营
成本降低21%。 湘江新区已建成
场景最复杂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场……可说，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正成为我省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
推手。

2018年， 湖南移动互联网产
业收入是2013年的15倍。2019年
上半年， 规模以上产值突破46.9
亿元，同比增长90.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育人经”：红色教育让学生坚守梦想

百年传师道，哪里需要就奔向哪

理性消费，勿让开学季成为“烧钱季”

计算机顶级盛会为何扎根湖南
国产计算机体系的核心部件，过半都能从湖南找到

无人驾驶
上路测试

9月9日-11日，首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沙召开，并
将永久落户长沙。作为计算机行业的一次顶级盛会，为何
会永久落户湖南？

近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长沙高新区走访了有关部
门和企业，试图找到答案。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向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