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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庆回归本真值得称赞

话话题题

今年10月鲁大将喜迎
85周年华诞，届时将举办
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山
东工商学院今年9月27日
将举行学校30周年庆典活
动，回顾办学历史，展示办
学成就。在当前全社会提
倡节俭办会的大环境下，
今年烟台各个高校的校庆
活动也将一切从简，为搞
出新意，都主打“学术、文
化、校友”三张牌。

4月23日，世界读书
日。“读书”，既是一个老
话题，也是一个新议题。
这些年，国人的阅读习
惯，已经悄然改变。信息
的爆炸、传播的迅捷，都
让“传统阅读”成为一种
过去时，让“刷屏阅读”
成了一种流行时。根据
某网站在全国28个大中
城市进行的一项调查，
都市白领平均每天花在
手机上的时间超过3个
小时。对此现象您有何
看法？

让校庆成为学校发展的助推器
下期话题

今日

教育公平早该谈论，但是在讨
论这个公平的同时，还应该赶紧讨
论教育的目的。不过，按照衡水二
中的口号，这个好像不必谈论，就
是“高考的成功来源于天天成功，
课课成功，题题成功”，这个思维方
式的所有导向，包括北大清华准备
屈身降分录取一个来自贫困乡村
的孩子，都是暗中期待你以成功来
回馈。

——— 王小妮(教授)

在很多文章里你会看到“最大
的问题”比如“中国最大的问题是”

“该公司最大的问题是”“这人最大
的问题是”，这种话语暗含着话语
者的两个假设：其一、话语者对对
象全知，啥问题都知道。其二、话语
者还对对象全能，分得出啥问题大
啥问题小。这种上帝视角般的用法
不是无知就是狂妄，以后自己也要
尽力克制。

——— 魏武挥(评论员)

名嘴说事

治理逾期借阅需奖惩并举

我有话说

李永强

近日，笔者参加高中同学
聚会，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朋
友抱怨说，受场馆面积限制，
图书馆的书籍数量原本就有
限，可如今逾期借阅的现象比
较严重，特别是有些应试书
籍，有人直到考试结束后才会
还回来，整本书几乎被写满，
对于块儿八毛的逾期费也根
本不在乎。

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

也。借来的书本应抓紧攻读、
倍加珍惜，可部分读者对公共
图书却不待见，随意涂画、损
坏等等让书籍“很受伤”，逾期
不还、泥牛入海更让图书管理
部门头疼。其实，大部分读者
之所以借书逾期，还是在于

“不文明”的成本过低，没有绷
紧公共意识这根弦儿。所以，
笔者建议从借阅管理制度入
手，建立奖惩并举的管理方
式，逐步让图书借阅步入文明
运转的轨道。

一方面，要加重不文明借
阅的违规成本，科学提高逾期
费的收取标准和押金数额，对
于屡屡逾期甚至恶意借阅的人
员，以适当方式公开通报，以此
惩戒打击占用和损害公共资源
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对长期无
不良记录、文明借阅的读者进
行积分式鼓励，采取降低押金
数额、增加借阅图书本数、评选
文明读者、奖励小纪念品等方
式引导大家遵章守纪，彰显公
德，同时鼓励读者及时发现、反

馈图书中的涂改和损害现象，
建立倒查、倒逼的管理机制，营
造有借有还、文明读书的良好
氛围。这不仅充分考验着图书
管理部门的管理智慧，更体现
出责任意识。

公共图书是进步的阶梯，
也是文明的镜子。广大读者也
要多一些自觉和主动，不断增
强公德意识，像爱护眼睛一样
爱护公共资源，像及时还贷一
样定期还书，做到读读好书，
好好读书。

毛旭松

我曾经历过某高校的一次
校庆活动，那真是对得起“隆重”
这个词。尚未进校园就老远看到
各公司庆贺校庆的横幅在随风飘
扬。操场上围满了人群，锣鼓喧
哗、鞭炮齐鸣，很是气派。邀请来
的地方政界高官又是致辞又是祝
贺，校方领导在一旁满脸笑容，热
烈鼓掌。晚上还邀请了明星、演员
助阵演出，热闹的校庆最终以一
场文艺晚会画上圆满的句号。

校庆对高校来说是有纪念

意义的日子，尤其是逢五逢十，又
是中国人看重的年份，校庆不是
不能搞，就看怎么搞。校庆好比人
过生日，其实没必要让那么多外
人来参与的，自家人围坐桌旁吃
顿团圆饭，其乐融融很有家庭氛
围。如果你把单位领导、七邻八舍
都喊来壮声势，热闹是有了，但总
感觉生日的气氛有些变味。

高校的校训多以治学、务实
为体现，喧哗的校庆实在跟学校
推崇的严谨校风格格不入。学校
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跟官场、商
界走得太近未必是好事，实事求

是、厚德载物更符合象牙塔的气
质。如果能够邀请往届毕业生代
表齐聚一堂，共话高校发展前
景，其言真意切的肺腑之言，总
比领导官员冠冕堂皇的贺词更
有实际性。

应该看到，越来越多人对高
校学术氛围日渐衰微的现象痛
心疾首，一味追求高升学率、热
衷扩张校园规模是很多高校当
下正积极运作的。令人欣慰的
是，烟台各高校在校庆之时能够
让校庆回归师生校友，办成学术
校庆、文化校庆，让校友和学术

“唱大戏”，这是对教育的尊重，
也是高校想要长足发展的基本
要义。

社会流行浮躁之气，高校同
样未能幸免，在喧闹氛围的裹挟
之下，高校的校庆越办越铺张。
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归教育本义，
体现出高校主政者的清醒和高
瞻远瞩。学校的名气和教学质量
绝不是靠着吹捧、夸张构造出来
的，最终所比拼的还是优质的师
资力量和教学水平。期待更多的
高校能够褪掉浮华，重拾教育本
真。

刘爱华

看到驻烟高校纷纷开始年
份不等的校庆活动，一方面对
驻烟高校的蓬勃发展感到欢欣
鼓舞。诸多高校的蓬勃发展，为
人文烟台注入了无尽活力，体
现出了烟台的人文气息。但另
一方面，却对时下一些高校在
校庆中的出发点和目的有一些
担忧。

借校庆之名拉赞助是许多
学校的重要目的。在校庆之前，
那些事业有成、腰缠万贯的“著
名人士”就被列入重点邀请名
单，在校庆之时作为重要校友引
为座上宾，一来彰显学校教育有

成，而更重要的是借表彰之机，
取得一些资金支持。这些受邀者
在被极尽热情的招待下也心知
肚明，“慷慨解囊”回馈母校。

借校庆之名广泛联络校友
信息，为学校今后发展构建“人
脉圈”。一些校友在社会上混得
不错，尤其是有一些已经为官一
方的校友，他们有着广泛的信息
资源、沟通渠道和人际关系网
络，这对于学校来说是一笔无形
的财富，掌控这些人际脉络就掌
控了学校发展的捷径。

校庆本是纪念和总结、回顾
与前行的好机会，但是近年来校
庆性质的演变，却失去了校庆的
本来意义。还原校庆的基本意

义，不仅要从办学思想上端正认
识，还要摒弃浮夸与浮躁的表面
功夫，以踏实务实的作风使校庆
成为学校发展的助推器。

关注学校的发展历史，总结
成就与分析失误同样重要。校庆
是一个很好的“请进来”学习交
流的机会。踏上社会的学生都会
对学校的教育有着或多或少的
反思或期待。通过校友的交流，
认真听取各界学生的意见和建
议，将大家对学校的殷切期望汇
聚成推动学校发展的智慧源泉，
只要学校有一颗脚踏实地，切实
谋求发展的求贤若渴之心，一定
会在此机会寻求到珍贵的箴言
良策，而这些要比那些浮夸的赞

誉之辞要实用得多。
正确地引导学生的成才目

标，将更多毕业生的先进事迹进
行推广和表彰，在校生会以优秀
校友作为努力方向。而现在，很
多学校片面地将当官、发财的学
生标榜为“杰出校友”的做法，偏
离了学校办学的根本目的。一些
学校的毕业生扎根基层、默默奉
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他们本应该是学校的
骄傲，他们才是学校教书育人的
杰出成果，而他们的事迹将更多
地影响大多数在校学生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这对校风的塑造、
对在校生成长将会起到重要作
用。

我来抛砖

@人民日报：4月23日是世界读书
日。读书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本书有一
个故事，一个故事叙述一段人生，一段人
生折射一个世界。

@酷老姜：阅读是工作，更是一种
生活方式。

@白小白要努力：真的好久没有读
过书了，移动互联网的到来，碎片化的阅
读都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挖掘的，很难
再感受一次从作者角度出发的拥有作者
完整逻辑的阅读体验了。

@总是被重名的豆子：读书，有时
候会觉得枯燥，但是当你读完之后合起
书本的那一霎，心灵前所未有地满足，
也许你会记不得书里的句子，也许你会
记不得书中每一个角色的名称，但是，
你此刻，必然是接触到书的灵魂。

@芸芸芸芸朵：人总要学会多读书
才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渺小的世界里，看
遍人生百态尝遍苦辣酸甜行遍千山万
水。

@锦爱颐切：曾经我也曾捧着心爱
书籍阅读，安静而专注，但是现在早已成为
一种奢求。

@送君者皆自厓而返：自从工作
以后，就不怎么看书了，有时候是因为
累，心静不下来，看两眼就看不下去
了。每天被微博微信这种碎片化的东
西包围着，我怕我再也回不去了。

来源：新浪微博

褪掉浮华，重拾教育本真

新闻：“等我的身体也有了曲
线，我就会是一个妈妈，我会有一个
小孩子，她一定要是女的。我要带她
走遍全球，我一定不老是骗她说‘你
现在还小，等你大一点再说吧。’我
要给她买一只她最喜欢的宠物，我
一定不对她说‘我现在很忙，下次再
去吧。’”这几天，一个八岁小朋友写
在作业本上的诗，在朋友圈刷屏了！
诗人天赋满格，在微博上引起了数
万网友的讨论。(南方都市报)

点评：小姑娘对妈妈的怨念好
深啊！

新闻：全长7300余米的湖北襄
阳古城墙，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
国，墙砖垒于宋代。因连日降雨，位
于南面的一段昨日坍塌19米。据
悉，坍塌的一段是1985年才维修
的，至今仅30年。当地称会向国家
文物局提维修申请，修好后确保
100年不会倒。(楚天都市报)

点评：巧合，绝对是巧合！

嬉笑怒骂

我我们们读读书书吧吧

漫画：史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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