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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元宵节
遇上雷锋日

3月5日是元宵佳节， 也是
学雷锋纪念日。 扬州大学生物
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几位女学生
耗时一周以“雷锋头像” 为主
题设计并制作了元宵节花灯。
当天晚上， “雷锋花灯” 在宿
舍区展出， 引来师生竞相关
注。

17年来， 淮阴师院共有2000
多个班级10万余名学生参加了创建
周恩来班活动———

周恩来班
依着梅花秀芬芳

■通讯员 王新鑫

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偶像， 时常叫嚣
着“原谅我此生放荡不羁爱自由” 的青
年， 更需要精神楷模引领成长。 长诗 《周
总理， 你在哪里》 让一代又一代人潸然泪
下， 作为总理家乡的第一所本科院校， 淮
阴师院对恩来精神的呼唤、 追寻、 践行也
从未停歇， 他们在用周恩来精神育人铸
魂。

潜移默化的影响

淮阴师院政管学院2012级的侯敏是
该校周恩来精神与青少年教育研究基地的
义务讲解员， 她今年大三了， 做了两年的
义务解说员， 对展室里每一幅周恩来总理
的照片都熟稔于心。 这个学期， 学妹们来
接她的班了， 但是侯敏万分不舍， 因为这
已经成为她最重要的淮师记忆。

犹记得她接待的第一位来访者是周恩
来生前的翻译范承祚先生， 侯敏永远不会
忘记这一天。 “当时我很紧张， 但是范先
生耐心地听我讲完了， 我受到莫大的鼓
励。” 此后， 侯敏的讲解越发驾轻就熟，
无论面对的是领导、 专家还是中小学生，
她都能调整状态把周恩来的故事传播给听
众， 因为周恩来精神已经在她的心里生根
发芽。

弘扬周总理精神已经是所有淮师人的
文化自觉行为。 该校党委书记朱汉清说：

“当代大学生特别需要精神引领和人生指
导， 而周恩来正是当代大学生学习的最好
榜样， 也是我们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最好的切入点。 我们的学生就要像周
恩来那样志存高远、 勤学善思、 博雅多
才。”

坚定不移地践行

3月5日， 在江苏省高邮县农业银行
工作的王越转发了一条微博， 内容是淮安
农行走进周恩来纪念馆， 王越评论： “好
熟悉的场景， 怀念大学4年创建周恩来班
的日子， 希望工作后的我能更好地学习这
位伟大的时代楷模！” 王越是该校物电学
院的毕业生， 在校期间他带领班级同学创
建周恩来班， 连续申报了4年， 终于获得
了周恩来班称号。 王越说， 4年的申创经
历， 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坚持像周恩来那
样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支持下， 学校自
1998年起开始周恩来班创建活动。 17年
来， 全校共有2000多个班级10万余名学
生参加了创建活动， 先后有168个班级获
得周恩来班称号。

穷其一生的命题

在淮阴师院的校园里， 大家经常会遇
到一位花白头发、 精神矍铄的老人， 他退
休后就一直在为周恩来研究事业奔走。 他
就是汪浩， 原全国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
副会长、 原淮阴师院副院长。 他说， “我
从内心崇敬周恩来， 研究周恩来就要学习
周恩来。 我没有那么崇高， 但内心就想像
周恩来那样做人， 我从周恩来研究活动中
获得了满足感和幸福感。”

研究周恩来、 学习周恩来已经成为淮
师人穷其一生的命题。 2010年， 周恩来
研究基地获批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
项目。 2012年， 基地获批“江苏首批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学习实践基地”。 该校学
报“周恩来研究专栏” 也已经成为知名品
牌专栏。

该校校长朱林生说， “人人学恩来，
个个做表率， 周恩来精神是我们淮师人的
必修课。 不断强化顶层设计， 培育核心价
值观，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是我们对总理
家乡最大的贡献。” 时值周恩来总理诞辰
117周年， 淮阴师院校园里， 周总理最喜
欢的腊梅正飘香。 多年来， 用周恩来精神
办学育人的特色也像这梅花一样， 历久弥
香。

开放学生的心灵意味着用心关注
■卢晓东

伊丽莎白·狄金教授是位女士， 是美国
伯克利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 也是伯克利大
学学术委员会主席， 目前的研究领域为交通
与土地利用政策、 交通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狄金作为交通领域的权威研究者， 其学术背
景如何呢？ 这是笔者非常好奇的事情。

狄金的本科和硕士教育在麻省理工学
院完成， 其本科专业是政治学， 硕士专业
是土木工程与交通系统。 在获得硕士学位
后， 狄金感到交通问题与法律问题紧密联
系在一起， 于是又在波士顿学院拿到了法
律硕士学位。 如此看来， 狄金的学历呈现
出非常强的学术交叉背景， 这可能与我们
目前交通研究领域的人才知识背景呈现出
非常大的不同。

笔者就学术委员会如何运作， 实现教师
和行政共同对大学的治理的问题与狄金进行
了深入探讨。 其间， 笔者提出了创造性人才
如何培养的问题。 狄金对此的回答非常简
单： “开放学生的心灵。”

这是什么意思？ 笔者带着问题做了一番
思考。

在课堂教学层面， 如果教师仅仅告诉学
生目前的事实、 方法和结论， 并且不断强化
学生对这些既有知识的掌握程度， 强调其精
确性， 那么教师的教学是在限制还是开放学
生的心灵？ 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 鼓励学生
持续怀疑， 在相互研讨中走向不定的、 未知

的前沿， 是否才是开放心灵的教学？
在教学系统安排层面， 如果没有通识教

育的安排， 学生的心灵如何开放？ 如果学生
在高考前就选定专业， 学生的心灵如何开
放？

在知识结构层面， 如果没有跨学科专业
的安排、 自由的课程选择、 多种辅修以及双
学位专业的设置， 学生的心灵如何开放？ 狄
金教授前后的学历， 是否是教育制度中开放
心灵的一个例证？ 我国的“土木工程与交通
系统” 硕士专业， 如何接受一个“政治学”
的本科生保研读书？ 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制度
中， 是否能有“双硕士” 的制度安排？

这些问题都让笔者感悟到开放学生心灵
的非凡意义。

北京大学附中的一名学生本科阶段在北
京语言大学完成， 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按照国内形成的
惯性思维， 她认为自己需要帮助导师完成其
研究课题。 但当她问导师“我能帮您做什
么” 时， 导师非常认真地看着她， 然后慢慢
回答： “我能帮你做什么？” 一问一答的过
程就是开放学生心灵的过程。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一名毕业生正在加州
大学物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当他通过中期
考试后，导师与他谈起自己的课题，该生听后
阐述了自己对其他问题的想法。 导师沉吟片
刻，果断地说，我的课题你不必做，做你自己
的。 此刻，导师就是在开放学生的心灵。

伯克利大学的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尤金·

柯明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的博士导
师。 朱棣文曾回忆： “被尤金先生指导， 最
棒的事情是他允许我与他不同。 尤金有一个
很好的特质是我想学习的， 那就是他能让他
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他们自己是特别的， 并能
做成一些事情。 他让我们取得我们所能取得
的最大成就， 而从来不说你必须这样做， 也
不会让我们有压力或负疚感。 他总和我们在
一起， 经常一起工作到深夜， 更像一个同事
而不是一位教授。”

朱棣文后来作为博士后导师指导了庄小
威。 庄小威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深情回忆了
跟随朱棣文学习的过程。 从演讲中可以发
现， 朱棣文那时已经掌握了尤金的教学方
法。 两位名师， 两位高徒。

由于作为导师非常成功， 伯克利大学的
一名学生专门访问了尤金教授。

学生提问： 许多您的学生都提到， 您作
为研究生导师似乎拥有神奇的力量。 培养研
究生的哲学是什么？ 您又是如何逐步建立
的？

尤金回答： “正像过去许多事情一样，
我并不十分精确地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
作为导师指导学生取得成功并不特别难， 但
也没有速成的法则， 你得用心体会学生需要
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得用心关注他们。 我
的学生的智慧和独创性常常令我吃惊， 他们
总是超越我的期望。 这真是太棒了！ 看着我
的学生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成长为科学
家， 这是我最大的成就。”

狄金的教育经历和尤金的教育智慧让我
们反省， 学生如果仅仅是导师科研项目中的
劳动力， 是持续“搬砖” 的某种“体力劳动
者”， 那么这些“砖” 是否会压垮他们正在成
长的“心灵”？ 如果一名导师指导10名博士，
他如何有精力“用心关注他们”？ 那么博士数
量太多就有可能成为创新人才产出的制度障
碍。
（作者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大学生与传统文化的乡村之约
■通讯员 狄奥 蓝静 罗袁璐

两条栩栩如生的“中国龙” 欢腾跳跃，
摆出“五角星”、 “金元宝”、 “立龙”、
“龙柱” 等各种造型， 赢得现场200余名村
民的大声叫好。 元宵节之际， 武汉工商学院
师生来到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熊河镇两桥
村， 以舞龙表演拉开了该校“元宵节送传统
文化下乡” 活动的序幕。 在送传统文化下乡
的同时， 大学生还开展了志愿者服务活动，
并通过走访村民， 了解根植于传统中的乡土
文化的情况。

引： 离开麻将桌 走进传统文化

57岁的陈东升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
他用数码摄像机记录下了学生们表演节目的
全过程。 他兴奋地说： “村里需要这样健康
的文化活动， 今天很多平时以打麻将为娱乐
的村民也过来看演出了。”

演出现场， 大学生带来了“家风三句
半”、 咏春拳、 书法展示等传统文化节目，
两桥村村民们也拿出绝活， 带来了精彩的舞
龙和腰鼓表演。 大学生带来的传统文化节目
和村民的本土节目交汇在一起， 让这个元宵
节变得更加喜庆、 热闹、 文化气息浓厚。

“村里好久没有这样的文化活动了。”
82岁的老人陈正祥虽然前不久中风了， 但
听说村里有文化节目， 他还是拄着拐杖早早
和老伴一起来到活动现场。 隔壁洋湖村的刘

婆婆听说有庆元宵演出， 也相约着和邻居们
一起赶来。

“我是第一次看到乡村气息如此浓厚的
腰鼓表演。” 大学生张典兴奋地说。

演出结束后， 大学生还为村民准备了猜
灯谜、 送元宵、 制作剪纸、 教授咏春拳、 送

“福” 字、 送花灯等互动活动， 村民则教大
学生玩起了腰鼓。

融： 志愿服务 以爱的名义相遇

两桥村是湖北省“万名干部进万村惠万
民” 活动中武汉工商学院的驻点村， 该村青
壮年大多外出打工， 来观看节目的多数是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大学生为两桥村的空巢
老人、 孤寡老人、 老党员、 困难户家门口挂
上灯笼、 贴上对联、 送去“福” 字和汤圆。

今年刚满一百岁的刘金秀老人， 26岁
的时候老伴儿就去世了， 她一个人养育了5
个儿子1个女儿， 还带大了13个孙子和2个
重孙， 如今家里已是五世同堂。

大学生来到刘金秀老人家里， 但是她已
经没有听力， 也不能说话， 只有最基本的自
理能力。 她的小儿媳陈凤莲也已经71岁，
多年来一直悉心照料婆婆的饮食起居。 陈凤
莲向大学生讲述了从百岁老人身上传承下来
的“勤劳朴素、 尊老爱幼” 的美德和家风。

“以前家里很苦， 年轻人都忙着务农，
婆婆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了家里的孩子。 现
在婆婆年纪大了， 全家人就一起悉心照料

她， 这是我们家世代沿袭的吃苦耐劳、 懂得
感恩和孝顺的家风。” 她说道。

“元宵节是家人团圆的日子， 我们想在
节前为村民送去温暖和关爱， 让他们过一个
喜庆的节日。 在这里， 我们也感受到了乡土
文化和淳朴家风。” 大学生郭怡帆说。

“孩子们都在外面， 你们来看我， 我很
高兴啊， 感谢党的好政策……” 空巢老人刘
婆婆高兴地接过大学生送来的汤圆。

武汉工商学院党委书记陈伟说： “大学
生在元宵节和雷锋日前夕送文化、 送温暖下
乡，使志愿服务的精神得以弘扬，使传统的文
化得以传播，使村民感受到温暖和关爱，取得
了党建互联、文化共建、情感相融的效果。”

传： 复兴传统 与乡土文化相依

农村传统节日文化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地
方特色文化， 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 大学生挨家挨户走访了100多名村
民。 他们发现， 除了春节、 清明节比较受重
视外， 其他节日已经逐渐淡出该村村民的生
活。 88%的村民认为， 忙于务农或打工而疏
忽节日是主要原因。

“2000年前后， 村里兴起打工潮， 除了
过年团聚外， 一年只回来一次， 更别谈过节
了。” 今年38岁的村民黄芳一语道出了节日
文化濒危的根源。 她告诉志愿者， 此前她和
丈夫在外地打工了10年， 一年只回家一次。

“元宵节伢们在外面， 我们老人还怎么

团圆？” 63岁的向钰珍老人叹息道： “以前
伢们在家的时候， 元宵节一起吃汤圆、 喝米
酒、 放鞭炮， 好热闹啊！”

“经济条件改善让村民喜欢上打牌， 有线
电视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各种节目，
打工潮的兴起让村民对城市文化更感兴趣。”
陈东升这样认为。 他说， 2000年以前， 农闲
时村民还聚在一起听说书、 看皮影戏、 花鼓
戏、 看电影， 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看电视、 打
牌。 腰鼓舞是村里唯一的娱乐文化活动， 也
只有3年的历史， 舞龙队也是刚成立， 而且
腰鼓队和舞龙队一般只会在春节的时候派上
用场。

对于乡土文化的消逝， 多数村民表示叹
息。 64.1%的村民认为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应继承发扬； 13%的村民认为在
现今时代， 传统文化显得过时了、 保守了；
还有7.7%的村民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无所谓的
态度。

对于乡土文化的传承， 90%以上的村民
都表示仅凭个人力量无法做到。 陈东升认为，
要繁荣和发展乡土文化， 守住传统文化的根
和源， 需要政府的保护、 引导和经济支持。

张典也对如何传承乡土文化进行了深入
思考： “乡土文化的传承要靠政府、 人民、
媒体、 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首先政府要
主导， 在行动上呼吁、 宣传， 在资金上、
政策上支持、 保障， 我们青年大学生更有
责任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进行呼吁和
宣传， 唤起大家的保护和传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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