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评论│062021年 11月 1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于晴

本版投稿邮箱：zysp116@163.com
今豫言栏目投稿邮箱：hnrbjyy@sohu.com

豫论场

为每位奋斗者托举梦想，让践踏
教育公平者付出沉重代价，只有
如此，时代的新芽才能萌生破土
而出的希望，历史洪流方能汇聚
起蓬勃向上的力量。

孩子上学，为何“背调”家长？ “体测挂钩毕业证”
就该如此动真格

锐评

众议

画中话

□王钧鹤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国”“帮不

了国家什么大忙，遇到就想出点力”。近日，

一段浙大学生和蜜橘商家的聊天对话在网

络上刷屏。从聊天内容得知，浙江大学一名

博士生打算在此店订购橘子，沟通过程中，

店主得知买橘子是为做科研，随即表示“给

国家服务，我捐一箱给你们先试试”。博士

生将这段聊天记录贴上校内论坛，同学们被

老板朴素而炙热的爱国心打动，主动去网店

下单支持。看到这则新闻，网友纷纷留言：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国；暖心遇到暖

心，点赞。（见11月14日央视新闻）
爱国，是一种情怀、一种担当，不在贡

献大小，重在践于行动。蜜橘网店店主陈

凯愿意为科研人员捐献一箱自家的橘子做

实验，这确实是件“小事”，但这一箱橘子，

却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敏感和柔软的地

方。一颗看似抽象的“为国出力”之心，也

恰恰能从这种细微的小事中具象地展现出

来，进而引发公众广泛共情。

投桃报李，成就佳话。本来想花钱买橘

子，没想到却沾了国家的光，受惠一箱橘

子。这位博士生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发到

论坛上，让更多人知道这家网店。据了解，

该博士生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李红叶教授的学生，李红叶研究团队则为全

国的柑橘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服务和

设备支持，为国家柑橘产业发展和植物检疫

作出了许多贡献。可谓是科研人员培育更

高品质水果，果农种植推广让社会受益。

如潮水般的购买和点赞背后是一个善

引发善、爱传递爱的动人故事。在聊天记

录发到学校论坛后，学生们纷纷“手动点

赞”，购买蜜橘支持店主。大家买蜜橘支持

店主的行为，实际是人们对善良价值的坚

守，对家与国的大爱，对“好人有好报”正义

观的执着坚持。这是中国人朴素而可贵的

价值观，也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崇德向善

文化的重要内涵。正如老话所说“中国人

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感恩每一个无私

付出的举动，让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被善待。

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光增

辉日月。如果每个人都能存善念、献爱心、

行善举，以举手之劳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接

受了别人的帮助后，继续把爱心与善意传

递下去，将温暖扩散给更多人，凡人善举就

能汇聚成爱心暖流，成为推动社会向上向

善的强大正能量。7

□本报评论员 悦连城

《神 童 诗》有 云 ：朝 为 田 舍 郎 ，暮 登 天 子

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古时蒙学经典

直言王侯将相本无贵种，意在激励、教育孩子

奋发图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时光流

转，此已成训，“有教无类”始终是教师的道德

底线，承载着一以贯之的育人初心。可如今，

山西一所小学的“骚操作”令人大跌眼镜，关于

教育公平的话题再度引起热议。

据央视网报道，近日，山西忻州原平市第

一小学对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后，把学生

划分成 11 类，其中包括“领导子女”“企业老板

子女”“权势垄断部门子女”“家长有犯罪前科

的子女”等。此事一出，群情激愤，该校赤裸裸

向“权”看齐的做法，引来一众网友口诛笔伐。

有人发问，按照家长的权势地位将孩子分

为三六九等，如此“教育”，遑论公平。有人质

疑，家长的职位、收入和婚姻状况属于个人隐

私，学校收集这些信息，目的何在？而校方对

此事的回应是，“部分班主任未正确领会会议

精神，已对其进行批评警告”。

“锅”是甩了出去，可事儿还没说完，理儿

也没讲透。坦率地说，学校并非不能了解学生

的家庭情况，关键要看出发点和动机。若为了

更好地了解学生、因材施教，那么收集家长必

要的背景信息便无不妥；倘若为了一己私欲而

攀附权贵、区别对待，那么众位师者何以面对

“行为世范，学为人师”的职业誓言呢？

夫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行动的背后是思想，思想的背后是观念。校方

一句“部分班主任未能正确领会会议精神”，便

想轻飘飘地将责任撇清，笔者倒想请教，究竟

是什么会议、何种精神，如此难以领会，以至于

让班主任公然违背基本的教育伦理和职业道

德？事关教育，兹事体大，建议认真反思。

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有个可怕的设

定——未来人类在出生时就被分成五个品种，

有的劳心，有的劳力，有的负责管理，还有人负

责发明创造。有人说，这是作者赫胥黎对教育

门阀的隐喻，是在技术理性日趋兴盛之时，对

人文精神的深刻反思。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

平的意义，它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

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从而实现社会纵向

流动。近年来，我们国家不断完善奖助贷体

系，大力推行“双减”政策，目的便是提高教育

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助力寒门学子成长成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衷心希望，这是此

类向“权”看齐的教育新闻最后一次见诸报端，

“《我的区长父亲》荣获全区作文比赛一等奖”

永远是一句黑色幽默。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

会，每个生命都有独特意义。为每位奋斗者托

举梦想，让践踏教育公平者付出沉重代价，只有

如此，时代的新芽才能萌生破土而出的希望，历

史洪流方能汇聚起蓬勃向上的力量。7

这样的爱国很有格“橘”

□乐兵

近日，云南大学出台“最严体育校规”引发

关注。据报道，该校从 2021 年秋季开始，把学

生体质测试与毕业证直接挂钩，该校体育新规

要求，本科所有年级均开设体育必修课，四年

总计 200 学时。每学期体育课考试内容分成

“运动技能+体质测试+平时成绩”三大部分，如

果总分不及格，哪怕学习成绩再好，也拿不到

毕业证。（据11月 14日新华社报道）
“体测挂科不能毕业”并非什么创新之举，

早在 2007 年，教育部就提出体测要与毕业证挂

钩。2014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体育工作

基本标准》，明确规定大学生毕业时，体质测试

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处理。但一直以来，

一些高校并不能不折不扣执行。云南大学体

育学院院长王宗平认为，究其原因，如果严格

执行，会导致不少大学生无法毕业。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整体身体素质有下

降趋势。今年 9 月，教育部发布第八次全国学

生体质和健康调查结果，与 2014 年相比，2019

年全国 19 至 22 岁大学生身体素质多项指标呈

现下滑趋势，男女生握力、立定跳远、50 米跑、

男生引体向上及坐位体前屈等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下降，代表耐力素质的男生 1000 米和女生

800米耗时分别上升 12.37秒、9.56秒。

究其原因，大多是学生进入大学后运动减

少所致。据调查，超三成大学生平均每周运动

低于 1 次。一方面，中小学阶段课程繁重，学生

形成久坐不动的习惯，缺乏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的健康意识；另一方面，一些大学生沉迷网络

虚拟世界，不愿意到户外运动，久而久之形成

了锻炼不够、睡眠不足、作息不规律的不健康

生活方式。

云南大学将体质测试与毕业证挂钩，达标

拿证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善意

的强制”帮助大学生们养成锻炼习惯，达到增

强体质的目的，让学生终身受益。

“体测挂钩毕业证”首先要开足开齐体育

课，充分利用好体育课堂主阵地，通过体育课

的日常训练，引导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

这能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实现拿毕业证的“小

目标”。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

生的身体素质，不仅关系着个人的健康，而且

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教育和引导大学

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锤炼意志，有一个

健康的身体，才能担负起未来建设国家的重

任。2

据新华社报道，武汉近日从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着手，出台多项举措，努力确保市场蔬菜供
应充足、价格稳定。蔬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市民餐桌，保供稳价是重要的民心工程，保供
应就是保民生，稳价格就是稳人心。7 图/程硕

□李凤虎 刘梦珂

行远自迩，激荡百年；登高自卑，
薪火永续。

1921年,归德圣保罗医院护士学
校扎根商丘，走过100年的风雨兼程，
一代代商医人接续奋斗、挥汗躬耕，成
就了如今的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它为河南
和鲁苏皖等周边地区培养了大批优
秀的医疗卫生技术人才。我省 3名南
丁格尔奖获得者中 2 人毕业于该校
（第 33届获奖者吴静芳、第 45届获奖
者宋静）。学校是河南省高等职业教
育首批特色院校、河南省优质专科高
等职业院校、全国现代学徒制首批试
点院校。2020 年，学校被立项为“河
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
专业建设单位”（简称“双高”建设）。
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省
五好基层党组织”“全省思想政治工
作先进单位”“河南省文明校园标兵”

“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省级卫生
先进单位”“省级平安校园”等 100多
项荣誉称号。

推进学科建设
聚焦人才培养

11月 15日，走进商丘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干净整洁的校园，现代化的教
学楼，身穿白大褂的学生们在教室内
做着实验……百年老校在这里传承和
发展，焕发着新的生机。

“1981 年我在这所学校读书，毕
业后在这里任教，可以说是见证了学
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硬件、软件都比原来要强太多了，特别
是师资力量和对人才的培养，更是跨
越式发展。”该校基础医学部主任蒋建
平深有感触地说。

据悉，该校始终践行“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持创新发展，与时代发
展同频共振，紧紧扭住“双高”建设
这一核心轴，以对接“大健康”为导
向，通过凝炼方向、引进人才、补足
短板，专业结构日趋优化，传统优势

专业特色日益鲜明，专业建设的整
体实力不断攀升。同时，积极推进
学校与医院、学校与企业的深度融
合，利用学校和医院、企业不同的教
学环境和教育资源，通过“校中企”、

“企中校”建设，实现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的无缝链接，提高了学生实
践动手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培育
出了特色鲜明的专业群。目前，该
校以护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医
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助产、
药学等国家骨干专业和省级特色专
业为龙头，带动专业群建设，已形成
医学类“工学结合，能力为先”、医技
类“多元合作、个性培养”、护理类

“学做一体，岗位导向”和药学类“双
元育人、工学交替”等特色专业群。

“学校面向社会引进人才，许多优
秀人才都是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从
天津医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陈雨娜告
诉笔者，16年前该校面向全国招引人
才，她看到了学校的发展潜力和务实
的领导干部作风，已经在三甲医院就
业的她毅然决然的辞职来这里任教。
如今该校药学专业入选国家首批现代
学徒制试点专业，成为全国首批现代
学徒制试点中唯一一所入选的医学高
等专科院校。她所主持的医学技术虚
拟仿真实训基地成为全省唯一一所由

医学院校承担的示范性省级虚仿建设
基地。

此外，该校充分发挥医疗行业专
家、企业业务骨干在课程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以就业为导向，围绕医学高职
教育培养人才的规格与需求等，积极
推进课程改革，放眼全球，加大对核心
专业的国际合作建设，培养具有创新
能力、国际视野、中西结合的国际合作
与交流的复合型医疗人才，促进中外
合作办学良性发展。该校先后与马来
西亚管理与科学大学、美国布卢姆菲
尔德学院、美国西海岸影像学院就护
理、影像、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进行合作
办学。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第一要务，
新时代对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
要求。为此，我们围绕服务‘健康中
国’战略，明确了以培养促进人民健
康、服务卫生保健需求人才为办学
目标，以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
社会发展为办学定位，以特色专业
建设为龙头，积极构建‘优势突出、
特色优先、协调发展’的卫生健康类
专业群，推动了学校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培养了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应用型人才，为医疗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该
校副书记张松峰说。

党建引领谋根基
“产学研用”促发展

学校的发展，根本是党的领导，关
键是教师的素养，而党员教师更是关
键的关键。

近年来，该校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强化党员
意识、激发党组织活力为着力点，做深
做实“党建+治理体系现代化”，努力实
现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党建质量。
他们修订完善了《商丘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实施细则》，按照“继承、完善、创
新、提高”的思路，全面修订完善包括
党群行政、教学科研等方面的规章制
度，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
同时，以“党建规范化”为重点，狠抓基
本队伍、基本阵地、基本活动、基本制
度、基本保障建设，进一步完善“三全
育人”体制机制，努力构建并实施“大
思政”教育体系，打造“医学人文+思
政”融入专业教育的特色育人品牌，让
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
发展。

“学校从‘医’出发，也在‘医’路前
行。我们特别注重社会服务体系的构
建，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搭建技术服
务与推广、创新创业、科技攻关与创
新、英才培养等多功能社会服务平台，
发挥我们的医学优势，为社会提供技
术服务。”该校教务处处长梁建梅说。

职业院校以现有的资源和优势服
务社会,既是高职教育的使命和职责
使然,亦是其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作为商丘市红
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和商丘市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服务队，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在加强队伍建设、履行工作职
责、服务群众等方面真抓实干、克服困
难，全力以赴促进应急救护工作和造
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新发展，为充分
发挥红十字会在社会群体中的作用贡

献力量。同时，为了促进教育链、人才
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学校
深化产教融合，先后与广州华银健康
医疗集团、河南益瑞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医药企
业签订合作协议；与中国医药集团旗
下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联合开展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首批试点
项目；与宁波尚善口腔医疗集团、北京
瑞尔口腔医疗集团、上海英博口腔医
疗集团等联合开展工学结合的培优模
式培养等。通过校企合作联合编写出
版多部专业教材，共建产教融合实践
基地，开展校企人员双向交流，共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教师企业实践流动
站等。

新百年恰逢新时代，新征程呼唤
新作为。面向未来，商丘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这艘教育巨轮，正迎着新时代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浪潮，披荆前行。

“接下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一定会汲取百年办学的历史经验，
弘扬百年办学的优良传统，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
人，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双
高’建设。紧紧围绕服务‘健康中国’
战略，培养更多高素质卫生技术人
才，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优势突出、特
色鲜明、国内知名的一流医学高等职
业院校。”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党
委书记胡世甫说。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百载风雨弦歌不辍 初心不改再立潮头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杏坛园 校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