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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好新时代的
“大思政课”
□ 鲁平

既要善于读懂历史又要善于走进现
实，既要善于学懂理论又要善于融入
实践。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紧密联系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引导
广大学生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
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才能助力青年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发掘利用好
党史红色资源，有助于让思政课丰富
授课内容、拓展学理深度。在中央红
军红 34 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壮举
里，可以读出信仰的力量；在沙洲村红
军女战士临走时把一条被子剪为两
半、给群众留半条被子的真诚里，可以
读出红军战士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从
各地展馆中的一条条借据、一件件信
物里，可以读出群众对于党和红军的
爱戴，可以读出军民鱼水情深。历史
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道路？从党史中可以找到最佳答案。

小学生做美妆博主该管管了

然玉

随着多地高考改革落地，志愿
填报变得更加复杂，相关服务市场
也因此更趋火爆。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费用不断提高，一对一的辅导
甚至出现数万元的高价，但从业人
员水平和指导质量参差不齐。
（6 月 1 日 新华社）
形形色色的高考志愿填报服
务，貌似玄乎深奥，实则其核心架
构 不 外 乎 两 点 ：其 一 ，信 息 梳 理
分散的高校
□ ——即把那些零碎的、
招录记录加以汇编整理；其二，需
求匹配——通过检索触发、个人分
析、
“ 大数据筛选”、AI 决策等方式
生成“志愿填报方案”。综合来看，
这波操作形式大于实质，整体所提
供的“功能增量”相当有限。毕竟，
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录取
资料汇编”等已经做了很好的信息
集纳，如今定价不菲的“志愿填报
服务”
未必高明到哪里去。
能不能通过购买高考志愿填
报服务来实现“报得好”？这本身
就是有争议的。所谓“报得好”，只
是一种主观的感觉，并没有什么标准可言。
既然“报得好”无法准确定义，那么又如何判
断是否“报得好”？当然了，在现实中，家长们
心心念念的“报得好”，大致还是指向两方面
的诉求——指望“低分捡漏”，避免“高分低
就”。很遗憾，市面上的“高考志愿填报服
务”，往往是“求稳有余”
“惊喜不足”。为了规
避纠纷，其往往推荐最保守方案来保证成功
率。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填报方案“二百
五”。于是我们看到，在收费万元的一对一志
愿填报辅导中，却加入了兴趣测试、性格测
试、人生规划等内容，一波流程走完，离题万
里，
却让花钱人觉得似乎
“值回票价”。
说到底，所谓的“志愿填报服务”本就与
“志愿填报”没太多关系，从本质上说，这更像
是“心理安抚服务”
“焦虑纾解服务”。其最大
的实际作用，就是让家长们“心里踏实点”，就
是让家长们能问心无愧
“为孩子尽力了”！
因为是“为了孩子”，再加上心慌意乱，所
以家长们失去了价格敏感、
失去了决策理性，
泥沙俱下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乘虚而入、
趁机收割，
自然赚得盆满钵满。

善用思政课，必须同新时代改革
发展实践结合好，做到学以致用 、学
用结合。深圳从小渔村崛起为有世
界影响力的创新城市 、智造城市，湘
西武陵山腹地一座座苗家村寨摆脱
千年贫困、迈入全面小康，塞罕坝、毛
乌素等沙化土地实现生态状况全面
好转……这些彪炳史册的画卷，是共
产党人夙夜在公、亿万人民奋斗拼搏
的硕果，也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政治优势的生动写照。讲述好
历史性成就背后的机理和动因，有助
于让青少年一代更好认识中国的发
展方位，坚定“四个自信”，增强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阶段
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
引导和栽培。思政课教师要坚持守正
创新，让思政课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让思政课成为
一门有温度的课”。善用“大思政课”，
大学才能更好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更
好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近年来，小学生做美妆博主现象日益火爆，各种儿童“专属”产
品不断涌现。
《人民日报》曾报道湖北一名 13 岁女生，5 岁起就用妈
妈的口红、
眉笔化妆。近两年她停止了生长，就医后才发现，原来是
她过早接触含激素的化妆品。论者指出，为了还给孩子一个健康的
童年，
“小学生”美妆博主现象确实该管管了。作为家长要加强对儿
童的引导；作为商家要严把质量关；直播平台要严格审核，严格履行
法定义务和切实承担法律责任；相关责任部门要加强监管，完善相
应法律规范，
提高违法成本。
樊薇

近日，北大一名男子接受
街头采访的视频火了。男子不
修边幅的形象，给网友留下深
刻印象，但是在这质朴的形象
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数学系大
神！
（6 月 1 日 《楚天都市报》
）
视频中，他头发凌乱，笑容
腼腆，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外 □
加三个馒头。说自己不会说别
的，只想给今年高考的学子说
一句
“欢迎来到北京大学”。
据悉，这位“大神”名叫韦
东奕，他痴迷于研究数学，高中
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后被保送至北京大学，为北
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0 级本
科生、2014 级博士生，曾获第 49
届、第 50 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IMO）满分、金牌第一名。韦
东奕在数学上的传奇令人称
道，学生时代参加奥赛国家集训队集训，
创造了 24 道题完成了 23 道半的纪录。
韦东奕这么一个学神，在潮流、时尚、
个性面前，却显得那么的朴实。不上网玩
游戏，也不喜欢旅游，
“ 从早到晚在外面，
时间长，太累了。”这种极简的生活，加上
数学方面的出类拔萃，让网友惊叹：这一
看就是搞科研的，
就是
“大神”。
4 月份，武汉街头一位卖鸡蛋的 70 岁
大爷火了！在武汉南湖楚康路一社区，一
位卖鸡蛋的大爷面前，放着土鸡蛋、皮蛋、
咸鸭蛋，但从不吆喝，时常专注地阅读纯
英文版的《高等数学》
《高等物理》和金庸
武侠小说。
这位大爷可不是一般的大爷，他是湖
北天门人，1965 年考入武汉某大学物理
系，毕业后先后在 3 所高校任教 30 多年。
大爷说，卖鸡蛋和看书，都是为了打发闲
暇时间。他卖鸡蛋跟姜子牙钓鱼一样，不
为谋生，
只为了闲适。
一边摆摊、一边读纯英文版《高等数
学》的大学教授，与拿着馒头、矿泉水接受
采访走红的数学“大神”，让人惊叹的地方
都在于朴实无华。在极简的生活中，却有
着极致的理想追求。
“一看就是搞科研
的。”这话是对科研人员的最高褒扬。因
为这个群体给外界的印象就是脚踏实地、
不尚浮华，一间实验室、一张旧桌、一饭一
粥，足矣。一件衬衣穿几十年，在高铁二
等座上坚持办公，
就是他们的写照。
他们跟“扫地僧”一样，令人刮目相
看。貌不惊人而艺惊人。这才是“大神”
原本的模样。
徐汉雄

别让天价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乘虚而入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内，古木参天，
景色怡人。前来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
不绝，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学生围绕
在老师周围，聆听历史文化和革命文
化知识。一个个经典故事，一副副雅
致对联，一件件记录近代史的文物，激
发着学子们深入思考。
（6 月 3 日 《人民日报》
）
求知若渴的场景，在岳麓书院几
乎每天都会出现。湖南大学的“移动”
思政课堂充分利用岳麓书院历史文化
资源，把思政课从教室搬到户外，受到
学生们欢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时代
在发展，思政课也应与时俱进。尤其
是在信息资讯爆炸的今天，面对思维
活跃敏捷、喜欢独立思考的“00 后”学
子，如何将思政课讲得入耳入脑入心，
真正为当代大学生们启智润心，无疑
是一个重大时代命题。
思政课不仅要“理直气壮”地开，
而 且 要 与 时 俱 进 常 开 、活 学 活 用 善
开。开好新时代的“大思政课”，我们

﹃数学大神﹄走红 贵在朴实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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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布成绩排名，
缓解“名次焦虑”
□ 熊丙奇

6 月 1 日，
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并介绍
加强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工作举措。为
保护学生隐私和自尊心，减少攀比、避
免歧视，缓解应试压力，
《规定》禁止学
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
但是要求学校采取措施，便利家长知
道学生的成绩等学业信息。
（6 月 3 日 《新京报》
）
禁止在校成绩排名，教育部早已
有规定。但是，具体到现实中，公开学
生考试成绩和排名的做法，还是屡禁
不止。要切实做到不公开考试成绩和
排名，既需要严肃问责，追究违规学校
和教师的责任，更需要改革教育评价
体系，
缓解教师、
家长的
“名次焦虑”。
与之前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相

比，
《规定》对于不公开学生的考试成
绩和排名，有一定的调整。之前是“严
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布学生考试成
绩及排名”，而现在是“禁止学校、教师
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但是要
求学校采取措施，便利家长知道学生
的成绩等学业信息”。
这一调整是比较务实的：保护学
生隐私，防止攀比、歧视，确实不应该
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但连学
生家长也不告诉，
就有些过了。
不当众公开而向家长公布，一定
程度回应了家长的关切。但也有人觉
得，都向家长公布了，家长也会互相打
听，最终会知道全班的排名情况。针
对这些问题，就有必要进一步推进评
价改革，
摆脱当下存在的
“唯分数论”。

于教师而言，
“ 分数焦虑”源于上
级教育部门、学校用学生的平均分数、
排名考核教育教学，有的地方、学校甚
至就按学生统测成绩排名对教师进行
奖励或者处罚。所以教师要通过公开
分数、排名的方式，要求家长重视学生
成绩。
于家长而言，
“ 分数焦虑”则源于
今后的升学，就是按名次高低进行评
价，在这种语境下，家长不可能不关
注排名。
要消除教师、家长的“分数焦虑”，
就需要建立多元教育评价体系，不再
用单一的分数评价学生，要给学生提
供多元选择。只有构建多元评价、多
元成才的教育生态，才能缓解“名次焦
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