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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华松

的“朋友”。而现在的乡村孩子绝大部
分是留守儿童，爸妈常年不在身边，为
了不让爷爷或奶奶责骂，他们经常偷偷
去玩水，甚至专门去偏僻的水域玩，一
旦出现险情，必然孤立无援。他们一直
被教导要远离水域，水域是危险的，要
避而远之，然而他们到了生性叛逆的年
龄，
往往不听话、
爱冒险。
这给我们几点启示。
其一，要树立科学的水文化观念。
水不是孩子们的天敌，水不总是危险
的，水可以是朋友，不要惧怕水，要亲
近水，
“ 水域是危险的”等观念很容易
让孩子们反其道而行之。家长、老师
或其他成人应该经常带孩子们下水、
戏水，讲述水的发展历程、水与村庄的
互动关系，让孩子们养成科学的水文
化知识。
其二，营造成人在场的安全戏水环
境。孩子们玩水，为何要偷偷去玩，为
何不能和家长或其他成人一起玩？暑

别急着给职场
“00 后”
贴标签

彭静

走心的毕业礼物可以多一些

又是一年毕业季，各高校
赠送的毕业礼物上新。北京大
学为每一位毕业生定制了毕业
纪念印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为毕业生送上充满校庆元素的
纪念品《AR 航行者》；北京林业
大学以“时光”为主题，为 2022
届本研毕业生设计了五款陀螺
盲盒作为毕业礼物。
□
（7 月 3 日 《北京日报》
）
每年毕业季，毕业生在母
校的花式祝福中奔赴星辰大
海。在倾诉离别的氛围中，走
心的毕业礼物总是能拨动心
弦，
让人倍感温暖。
毕业礼物能在网络上刷
屏，首先在于它的创新创意。
青春学子，钟爱时尚，喜爱仪式
感，偏好独特性。顺应时代的
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各大高校
在设计毕业礼物时，推陈出新，
“私人定制”。2022 年毕业季，令人印象深
刻的纪念印章、盲盒、专属学位服、种子、
周历、筷子、铜制书签等毕业礼物，外形各
异，既可以存放，又可以装饰，还可以随时
唤醒对大学的美好记忆。毕业礼物有颜
有趣有用，人手一份，给每位毕业生带来
的是惊喜，
更是感动。
细细品之，毕业礼物饱含着母校深深
的叮咛与祝福。北京林业大学以小小陀
螺勉励毕业生“旋转”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精彩；北京建筑大学为每位毕业生定制了
专属学位服，还在专属徽章上刺绣了独一
无二的学号和毕业生姓名，寓意“慈母手
中线，游子身上衣”，希望毕业生带着母校
的祝福，扬帆远航。期许也好，祝福也罢，
均会化成精神养分，勉励毕业生大步向
前。若干年后，诚意之礼的样式可能会过
时，
但母校赋予的精神财富永不过时。
送出毕业礼物，
看似是一件小事，
但其
背后所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在
不断发生变化。如今，学校关注的不仅仅
是学生的学业表现，他们更看重与学生的
情感联系，
以及对学生三观和人格的塑造。
不难看出，毕业礼物不管是在形式还
是寓意上，都与社会同频，与时代共振。
期待在每个毕业季，能有更多走心、用情
的毕业礼物出现。

假期间，一些大学生回家乡了，一些乡
镇干部得空了，再号召一些习水性的成
年人加入，完全可以组建玩水志愿者队
伍，每天花一些时间陪孩子们玩水，大
人和小孩一起，大大方方地玩，痛痛快
快地玩。
其三，标注浅水区与深水区。建议
在暑假之初，由各级乡镇政府牵头，组
织水务部门、农业部门、村委、学校及
村民联合对所辖区域水域进行一次系
统 排 查 ，哪 里 是 深 水 区 ，哪 里 是 浅 水
区，哪里适合与大人一起游，哪里不合
适 孩 子 们 单 独 游 泳 ，都 一 一 标 注 清
晰。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考虑在深水
区域安装摄像头，进行远程监控，从而
尽可能杜绝溺水事件的发生。
总之，防止溺水事件恐怕不宜再走
单纯说教的老路，需要开动脑筋，主动
寻求新方法。我的主张是革新对水的
认知，化敌为友，提倡大人与孩子一起
玩水，
并做好相应的安全标注工作。

毕业季，
“00 后”大学生离开校园迈入职场，他们在工作中的一些
“反常规”操作数次登上新闻热搜榜，比如准点下班、
拒绝本职工作外
的无理要求、
权益受损后积极申请仲裁等。人们笑称“‘00 后’开始整
顿职场”。而广东一家公司设立了一个叫“新一代”的新部门，专门对
“00 后”员工进行统一管理，引爆网络，又有人说“‘00 后’已被职场整
顿了”。
“00 后”的职场路也许走得没那么顺利，但别急着给他们贴标
签。试问，
哪一代人不是在跌跌撞撞中慢慢成长？
王铎

罗容海

时值酷暑，孩子们尤其广大农村留
守儿童消暑的重要方式是游泳，遗憾的
是各地溺水事故不断。2021 年，中国疾
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溺水是造成中
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
（6 月 30 日 《南方都市报》
）
事实上，全国各地暑期前的防溺水
教育年复一年地开展，但溺水事故还是
频频发生。
笔者家乡临河，年少时，暑假的每
一天，我和小伙伴几乎都在河里度过，
或在河岸摸鱼，或追赶鸭子，或单纯戏
水。河是我们天然的游乐场，玩水带给
我们很多乐趣。
稍加对比不难发现，儿时的我和现
在的孩子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我小时候
的河水是安全的，我们在大人的眼皮底
下玩水，山上种地的爸妈、撑船的伯伯、
挑水的阿姨、洗衣服的奶奶、放鸭子的
爷爷，都可以随时照看我们；我们很熟
悉环村各水域的水情，河流一直是我们

特岗教师是职业更应成为事业

防止青少年溺水，需要一点逆向思维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
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
好 2022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
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全国
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6.7 万人，
并要求切实强化特岗教师待
遇保障。这标志着今年义务
教育阶段中央“特岗计划”招
□
聘工作正式启动。
（6 月 28 日 《光明日报》
）
作为中央扶持中西部农
村教师队伍最重要的政策之
一，自 2006 年实施以来，
“特岗
计划”已经为中西部教育累计
招聘了逾百万名教师，覆盖 3
万多所中西部农村学校。据
统计，特岗教师加上“三支一
扶”，再加上此前公布的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今年三
项基层服务项目仅全国项目
招募规模就将超 12 万人。
大学生往基层走，往乡村
去，体现出不少年轻人对乡村有一定的
接受度，对农业农村农民有比较深的感
情，就业选择面比以前有了较大拓展。
以特岗教师为例，在乡村服务 3 年，时间
并不算长，但特岗教师所在的地方是实
实在在的乡村，3 年不调岗，也是要对乡
村有一定的感情才能坚持下来的。
近几年，国家对于乡村教师的投入
力度和保障力度不断增加。不过，对于
乡村教师而言，外部再大的投入和支持，
也只是让乡村教师能够下得去、留得住，
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教得好。因此，一
方面，国家要持续加大投入力度，
“ 栽下
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另一方面，激发乡
村教师的内生动力和教育情怀，克服困
难和职业倦怠，把乡村教师这份职业变
成事业，把这个岗位变成责任，这样才能
精益求精地去改善教学、加强育人，把乡
村的孩子培养好，
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教师过去在农村被尊称为“先
生”，乡村学校不仅是乡村的教育中心，
而且是文化中心，是提振一乡一村精神、
涵养一方民众气质的关键因素。所以，
选择了乡村，也就选择了更大的天地、更
大的责任。对于乡村教师而言，情怀要
比海还深，责任则比山还重，这样才能把
乡村教育融入乡村建设行动，也才能真
正把孩子们教好，成为教导乡村孩子为
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照亮乡村的文
明路。

反向招生视频传递满满正能量
□ 李喜翠

随着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揭榜，
高
校迎来了火热的“招生季”。近日，
云南
农业大学中草药类专业丁同学发布的
一条短视频在社交平台火了。视频中，
皮肤黝黑的他刚强调在学校不用天天
挖地，就马上喊身后耕地的同学小声
点。紧接着他又介绍学校校园环境优
美、食堂饭菜非常美味，欢迎大家报考
他的母校。
（6 月 30 日 《春城晚报》
）
丁同学短短 21 秒的视频令人捧
腹，
同时该视频也引发网友热议。有网
友吐槽视频是“‘招生减章’，劝退很多
想报考的学子”。也有网友称视频真
实、
接地气，
比许多招生视频更好。
云南农大学子的反向招生视频火
出圈，
究竟是招生简章还是“减章”
？大

量网友的点赞与评论给出了答案。视 怀、农民情结”的专业人才，涌现出以
频里，
我们看到了学生对母校满满的爱 “时代楷模”朱有勇院士等为代表的一
意。看到了学校有广阔的实验田，
有好 大批优秀人才。对于此次反向招生视
喝的普洱茶，
有懂得包容的学校领导和 频的火爆，
丁同学所在学院的相关负责
老师，每一个都是妥妥的加分项，让有 人表示，会尊重他的创意和想法，也希
心学农的孩子和家长心生向往。
望他能够继续扎扎实实地学习、搞研
没有地种的农业大学培养不出农 究。丁同学则表示，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业专家。科学研究不单纯是书里的创 力，
毕业后把在学校学到的本领带回家
造，
更是实践经验的凝结。以农为本的 乡，
投入乡村振兴。
高校，开设“种地课程”，让学生通过实
建设祖国需要各类人才，
当代大学
践懂得如何种地，
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 生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
践中，把论文写到大地上，不正是最好 地”。在视频里，我们看到了农学人真
的教学方式吗？
实的日常，看到了学生踏实、肯干的学
好的学校给予学生底气，
包容能让 习态度。建设祖国需要各类人才，
希望
学生更自信。云南农业大学是云南省 有越来越多的农学人能扎根田间地头，
属重点大学，办学 70 多年来，为社会培 在乡村振兴中发光发热，
用实绩诠释当
养了 10 万余名具有“科学情操、大地情 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崇高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