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王燕
版式：伍芳芳 校对：杨嶷飞

2020年 3月 11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 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师说

如何理解雷锋？ 又如何“学雷锋”？
这是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和西方宗教
故事中的圣徒不一样， 雷锋做好事，不
是为了赎罪上天堂，他也不像东方的鸿
儒大德们，内心深处有“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的思虑。说到做好事的动机，
《雷锋日记》里反复吐露的，就是干了一
件“利人”的事情之后，他从心底里感到
甜蜜、快乐和幸福。这是一种“助人为快
乐之本”的朴素心态，看似平常，但恰恰
是每一个普通人最为可感、 可学的东
西。

“助人为快乐之本”，稍加留意，在
我们身边并不少见。 看看这次疫情中，
全国各地涌现了多少志愿者，多少用自
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向他人施以援手的
人！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80 后”“90
后”甚至“00 后”，就是当年雷锋那个年
纪的人。他们或组成车队义务接送医务

人员，或给困难群众买菜、买药、送饭、
理发，或在交通枢纽和重要道口参与车
辆疏导、信息登记、体温检测……都是
琐碎的小事， 做起来也未必都那么费
力，却都有感人的力量。

如果问这次疫情最让人感动的地
方是什么，大概就是从这一个个普通人
身上体现出来的仗义和善良。他们可能
是医生护士、居委干部，也可能是外卖
小哥、 滴滴司机……平时为生计奔波，
也未必事事不计较， 但当国家有难时，
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尽自己所能发
出有限的光与热，给处在困顿之中的人
以温暖和希望。 正是这些心怀良善、脚
踏实地、挺身而出的平凡人，用他们的
行动力铸就了抗“疫”的中国故事。他们
只是单纯、平凡的好人。 但正是这样的
平凡，造就了一种伟大。

人内心的道德律例———或者说所

谓的“利他心”———到底是天生的还是
后来习得的， 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
很多人问过， 雷锋的善到底从何处而
来？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不幸牺牲。
他牺牲前几天写的日记中说：“今天我
又认真学习了一段毛主席著作，其中有
两句话，对我教育最深，主席教导我们
说：‘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

从日记中的这句话来看，雷锋并不
是天生的完人，而是一个始终在提醒自
己、不断完善自我的人。王阳明说，人生
之大病，一“傲”字。知善恶是良知，为善
去恶则是格物，不是讲两句漂亮话就行
的———这样的雷锋， 那些看起来骄傲，
实则啥也不愿干、不会干，只会坐而论
道的人，永远是理解不了的。

毕业生不止是今天的求职者随着全国大中小学开学
时间进一步推迟，多地启动网
上教学活动。 当一些学生吐槽
网上教学效果不佳时，媒体上
却曝出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
想上网课而不得，甚至发生令
人揪心的事件。

（3月 5日《半月谈》）
河南省教育厅日前发布

通知要求，建立无法网络学习
的学生清单，对于既不具备网
络条件又没有智能手机和电
视机家庭的学生，建立精准帮
扶机制，为家庭困难学生等特
殊群体线上学习临时提供学
习终端，给予家庭困难学生尤

其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减免手机流
量费用等照顾。 这诠释了“不让一个孩子
落下”的教育精髓，更是疫情防控阻击战
下一场特别的教育扶贫。 对贫困学生来
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网民纷纷点赞，呼
吁全国推广。

看似随手可得的网课，对于贫困孩子
来说并不容易：有孩子走很长的路到有信
号的山顶上学习，也有一家人省流量让孩
子上网课， 还有孩子满村跑着蹭网学习，
西部某县因无智能手机、无电脑、无网络
等原因无法上网课的学生就有 2000 多名
……最近新闻中的一些案例，让人看了很
难过，暴露出网上教学有盲点待除。

当前，我国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 中西部地区全面小康还有不少短
板。 现实表明，至今仍有一些地方没有网
络信号， 仍有一些家庭没有智能手机，仍
有一些学生因为网课手机流量开销而揪
心。网上教学这类涉及教育公平举措的实
施， 一定要照顾到弱势群体的现实困难。
各地政府需精准帮扶特殊困难学生群体，
要强化家校沟通协作，把网上教学这个好
事落细做好。电信运营商不妨响应师生呼
声，推出更加实惠的网课流量包套餐。

让贫困学生上好网课，不仅是教育公
平的题中之义，也是脱贫攻坚战的必然要
求。切实解决偏远地区贫困学生上网课难
题，须在精准上下功夫，别让“数字鸿沟”
阻挡他们对知识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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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
部相关负责人提出， 今年研
究生招生规模将同比去年增
加 18.9 万人， 硕士研究生计
划增量将重点投放到临床医
学、公共卫生、人工智能等服
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急需
领域。

（2月 28日 新华社）
研究生招生扩招是为了

应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内在
需求。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报
考人数持续增加，从 2015 年
到 2019 年，我国研究生报考
人数从 165 万人增至 290 万
人，2020 年报考人数达 341
万人， 随着报名人数的持续
增加， 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
也在情理之中。 不仅如此，扩
招也是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的必要之举。 随着我国经
济转型升级、社会精准治理、
产业结构科学调整等速度的
加快， 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的
需求日益强烈。 我国研究生
招生的专业、规模、培养规格、质量保障体
系等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优化之中。除全日
制学术型研究生之外，2009 年开始增设
了对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以培
养高层次的实践型人才。 新形势下，迫切
需要针对国家战略所需学科、经济社会发
展紧缺专业等，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

此外，研究生扩招是建设教育强国的
需求。研究生教育作为一流高等教育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科学研究的“储
备力量”。 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是服务国
家教育强国战略、提高科学研究的国际竞
争力、 加强学科布局与调整的基本途径，
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全球竞
争力的基本要求。 而且，扩招符合国际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比如，美国、英
国、日本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研究生规模普
遍较大，为其高等教育吸引力的增强奠定
了扎实根基。

扩招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扩大研究生
招生规模是一个非常态之举，但是保证研
究生招生和培养质量应该是常态。必须处
理好规模和质量的关系，既要把招生质量
关，更要严格招生培养管理，保障扩招后
的研究生培养质量。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874 万人，比上一年增加 40 万人，又遭
遇新冠肺炎疫情，就业形势似乎雪上加霜。笔者认为：疫情的影响是短
期的，疫情过后，一些行业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新产业、新业态、
新技术、新职业还会不断出现。高校毕业生不止是今天的求职者，也将
是未来的生产者、创业者和工作提供者。 高校毕业生应该对未来充满
信心，关注企业的招聘信息和政府颁布的就业政策，保持与学校及院
系就业指导老师的联系和沟通，积极应对当前就业的不利局面，相信
终究会战胜困难、找到工作。

岳昌君

近日，一份落款为云南省临沧市临
翔区教体局的《临沧市临翔区教育体育
局关于报送 2020年春季开学前服用大
锅药情况的通知》在网络流传。 通知要
求，所有学生都要服用“大锅药”，并且
上传喝药照片，学校每天以电子统计表
形式上报。

（3月 1日 中国新闻网）
让学生集体服药，表面看是希望学

生“提高免疫力”，实则是对安全复课的
消极应对，目的无非是让“大锅药”成为
开学复课的“消毒剂”、担当上级追责的
“挡箭牌”。

当前，疫情之战丝毫没有放松，学
生复课压力却逐步增加。 特别是初三、
高三学生，升学、考试的压力犹在，学习
必须争分夺秒。 但“病急不能乱投医”，
用形式主义的“汤药”治疗安全复课的

“疾病”，不仅不能收效，还可能让防疫
给学校、学生带来“二次伤害”。

教育部已经明确，学校开学时间由
各省市根据疫情情况进行科学研判后
自行决定。 各地教育部门需要深入调
研，掌握全面、真实的情况后制定科学
复课安排。没有条件的地方先行网上授
课，有条件的地方分开区域、区别层次、
错开高峰开学。可有些部门不去调研学
校防疫物资够不够、学生隔离措施执行
到不到位，反而搞形式主义的“一招鲜”

“满堂灌”。 下发一个文件，让所有师生
干了这碗“大锅药”，任务就算完成，上
级就不能追“不作为”的责任。布置一堆
表格，让学校、家长“拍照留痕”，数据就
算不少，于实际防疫又有什么意义？

不求真务实，再光鲜亮丽的数据也
掩盖不住实际存在的问题。在舆论的关

注下，临沧市临翔区教体局已经停止执
行原发通知。 但给学生开“汤药”的做
法，暴露出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执政能力
问题。开处方让人吃药是专业医生的工
作，并非行政命令的职责；而以是否喝
“大锅药”作为报到入学的条件，更是于
法无据、于理不通。“大锅药防疫”这样
缺乏基本科学判断的“药方”，竟然能够
以公文形式层层上报、级级转发，发人
深省。

学生返校复课是密度较大的聚集
性活动，事关疫情防控大局。 各地教育
部门应当力戒形式主义“添乱”“加压”，
俯下身子做调研、 亮出法子搞落实，将
校园防控落细落小落实。 只有这样，学
生返校复课才能让人安全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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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药”复学？ 该喝药的是形式主义
□ 丁静

雷锋精神在奉献中闪光
□ 尤莼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