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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类似拥有“牵手
拥抱信息登记”奇葩校规的
学校，并不在少数。前不久，
网上还流传过某学校“查获”
校园不文明行为的情况记
录，时间、地点、学生个人身
份信息、做了什么动作，都记
录清楚，令人大跌眼镜。此
前，南京某名校还规定“不准
看 湖 南 卫 视 ，建 议 看 央
视”⋯⋯一时间，不禁让人感
叹：校规太多，不文明行为都

不够用了。可问题是，如果
拥抱也叫不文明，什么叫做
文明？窃以为，牵手、拥抱，
这是人类最基本、最美好的
文明。

所谓大学，开放、包容是
其两大精神要义。现在，我
们看到，一些高校的管理甚
至管制思维之重，治学育人
观念之迂腐落后，令人担忧。

就山东滨州学院此事而
言，除了演变为肢体冲突的

“校园执法”外，另一个吸人
眼球的是“自律委员会”。所
谓“自律委员会”，其职能与
现在的学校学生会类似，有
时候就是“一个机构、两个名
字”。现在高校中已经很少
有“自律委员会”，更多的是
叫“大学生自我管理与服务
委员会”或者就是学生会，某
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名
义”上的进步。

单看“自律委员会”这

个名字，我们就能发现悖
论。自律，顾名思义，是一
种自我约束。但校园的自律
委员会更像是一个学生相互
举报、监督的组织，就这所
学校来看，甚至还是一个比
较苛刻的“执法”组织。说
白了，这还是来自校方的

“他律”。
一些高校，恰恰是想得

太多、管得太多，而走丢了大
学的精神所在。退一步说，

就算登记信息合理合法，演
变成殴打这种真正不文明的
行为，该自律的，恐怕恰恰是

“自律委员会”，是类似“街头
执法”的不文明行为。就思
想和行为方式的文明健康程
度而言，该自律的，不是学
生，是学校；该学习、与时俱
进的，也不仅仅是学生，还有
类似的传统管理方式。

（作者与归，原载《新京
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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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委员会”该如何自我定位？
据媒体报道，山东滨州学院一男生被其女朋友抱了一下后，被该校自律委员会成员发现。自律委员会学生要求对其进行

信息登记，遭拒绝后，双方发生冲突进而产生了肢体接触，导致涉事情侣王某某左手臂和双腿膝盖等部位擦伤。高校是否应
该禁止大学生在公共场合的亲密行为，自律委员会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自律委员会

一周舆情榜
（2017.5.14-5.20）

（中教舆情监测数据）

“你是谁”“你从哪里
来”“你要到哪里去”，爱问
这三个问题的，除了哲学
家，还有保安。据新华社报
道，过去20年，北大保安队
先后有500余名保安考学深
造，有的考上研究生，后来
还当上了大学老师。

媒体报道过的一个典型
是，北大保安甘相伟考上北
大中文系，并出书《站着上
北大》。不只是北大，北外保
安刘生生回家复读，发誓考
北外；中山大学保安杨顺自
学英语，邂逅瑞典女留学生
坠入爱河，喜结良缘并赴瑞
典读书⋯⋯这些年，大学保
安成为教育界一群惊艳的存
在。他们能上演人生逆袭，

恐怕与工作地点密不可分。
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保
安们耳濡目染、心向往之，
并不奇怪。

大学经常被喻作象牙
塔，既是塔，也会有某种围
城效应：保安们把“进塔”当作
理想，而象牙塔内，有时却并
不尽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大
学生中，有人荒于学业，找人
替课明码标价，毕业论文频
频“注水”；有人体质不佳，
视长跑、游泳为畏途，对学
校的严格要求还颇多怨言；有
人诚信缺失，为偿还校园贷不
惜欺骗同学，等等。至于教
师，有人“教诲”学生追名逐
利，有的忙于个人事务而疏于
教学，还有人学术不端甚至道
德败坏⋯⋯

这不免让人有些失望。
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天然
带着某种近乎圣洁的属性，
并与世俗社会保持着适当距
离。大学是社会发展的引领
者，是滋养梦想的沃土，是
放飞理想的平台。中国古人

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希腊倡导的博雅教育，旨
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
气质的人，让学生摆脱庸
俗、唤醒卓异。其所成就
的，不是没有灵魂的专门
家，而是成为一个有文化的
人。古今中外的所谓“大
学”之道，概念不全相同，
但理念却相通：大学之道的
核心，在于弘扬美德、求索
新知、追求知识和人格的完
善。大学不应一味姑息现实
的苟且，而更应笃信诗和远
方。

我们的大学并不曾缺乏
诗意。上世纪80年代，大学
校园可谓诗意缤纷，学生们
以谈诗为乐、以写诗为荣。
可喜的是，据媒体报道，时
下校园诗歌有在沉寂中回暖
的势头，有的大学诗社成员
涨至百余人，而校园诗歌
节、朗诵会、讲座等活动也
日渐红火。正如电影《死亡
诗社》 中的基廷老师所说，

“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
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
热情。医药、法律、商业、
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
想，并且是谋生的必需条
件。但是诗、美、浪漫、
爱，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大学不应只有诗意，还
应有情谊。在湖北大学，最
近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
礼：没有酒水，没有娱乐活
动，35名同学围坐在教室，
吃盒饭、喝矿泉水，用开座
谈会的方式庆祝毕业；省下
来的开销，全部捐给班上一
位患重病住院的同学。这是
发生在该校商学院2013级信
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的真
实故事。这场“最暖心的毕
业礼”，让人看到了人性之光
和大学之美。

暖心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两天
时间里，在无人值守的情况
下，大学生杨丰瑞成功卖出
了125盆花。他在大家上课
吃饭的必经之道摆了个摊，

“看客”看上喜欢的，就按照
花盆上的标价扫码支付，而
他自己则可以放心去上课、
自习。结果，一盆花都没被
偷拿。卖花更像是一次诚信
测试，很多人或许都像杨丰
瑞一样并没有抱太高期待，
然而答案却足够惊喜。

在讲台上一站就是58年
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章竹
君，则诠释了何为师者风范
与职业精神；通过兼职工作
资助三名贫困生读完初中的
贫困女大学生汤丽莎，展示
了当代大学生的奉献精神与
助人情怀⋯⋯这一切都让我
们更加相信，大学可以成为
引领社会风气的开端，成为
正能量的输出地。

大学是社会的精神高
地，这种角色定位从未改
变。大学应当有作为社会精
神高地的自觉和自信，勇于
做社会的“领跑者”而不是

“跟跑者”。这样的大学，才
足够称其为“大”，才更加令
人向往。

大学应成为时代风气的“领跑者”
杨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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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教育部回应：今年英语四级盲文试
卷已准备就绪

高校曝情侣亲密照惹争议回应：将
继续曝光有文可依

高校强制收爱校费莫以爱之名伤
了爱校的心

教育部：高中阶段招生取消体育艺
术等加分项目

高校科研辅助人员生存隐忧

失联大学生突然来电说了8个词
警方破解暗语捣毁传销窝

两部门：确保享受营养改善计划学
生人数准确无误

北京中小学食堂严控高热量食品
将设“油盐账本”

高校限外令引争议 7.58%受访学
生曾遭校外人员骚扰

学生突发脑溢血昏迷15个月班主
任坚持讲故事唤醒

转载量

320

315

310

270

230

190

175

160

140

135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
经具备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
合作的良好基础，但与经贸领域的合作
进程相比，教育合作整体进展仍相对滞
后，在人才培养目标、现有教育体系、
国际化办学等方面仍存在不适应之处。

服务“一带一路”，高校必须以“一带
一路”需求为导向，将学科发展、人才培
养、社会服务与“一带一路”的现实需要相
结合，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第一，人才培养要讲“供给侧”。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人

才的关键地位日益凸显。服务“一带一
路”，需要一大批精通相关外语、熟悉国际
规则、具有国际视野，能够适应全球化竞
争并赢得主动的国际化人才。

相比之下，当前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
模式，与建设“一带一路”的人才需求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培养的学生与发达国家同
类型、同层次的学生相比吸引力和竞争力
仍有不足。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在

“一带一路”发展“需求侧”与外向型人才
“供给侧”之间建立有效对接。

一是坚持“分层分类”，既要培养通
晓国际规则、承载国家使命的高端人才、
未来领袖，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适应“一
带一路”基础项目建设的高素质技能人
才，积极打造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为
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成长通道。

二是坚持科教融合，与“走出去”的
行业企业实行合作办学，联合打造适应

“一带一路”需要的“强实践、重能力”、学
科交叉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三是坚持国际视野。要筑牢人才的
“语言关”，修订相应特色专业课程设置
和培养方案，完善海外交流学习管理文
件，调整留学生结构，加大“一带一路”国
家留学生招生规模。

四是坚持开放办学。要敢于走出国
门“出境办学”，有选择地在沿线国家建
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做到办学围着
需求走，为沿线国家培养急需人才。

第二，科研服务要敢于“超前谋划”。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高校科

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发挥高
校在人才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将其转化
为服务“一带一路”的巨大动力，应当是
高校的一大着力点。高校尤其是行业院
校应在汇聚整合校内外各方资源的基础
上，瞄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前瞻性、现
实性问题，积极发挥优势资源，为“一带
一路”做好服务支撑。

具体而言，一是要提升基础研究。
要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步伐，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
涌现出来的大量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通过发挥有深厚特色研究基础的优势，
瞄准行业关键技术问题，积极进行成果
的产业化，实现由“比肩国际”到“引领发
展”。

二是要加强双边协作。要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畅通科研合作渠
道。通过共建合作平台，以成立科学研
究中心为孵化器，搭建协同科研平台，开
展相关领域的联合攻关，共同应对“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三是要推进智库建设。要利用多学
科交叉研究，围绕决策需求开展“一带一
路”政策研究和咨询，发挥引领与主导作
用，对“一带一路”建设未来 5 年、15 年、
50 年的发展做出科学研判、思考和超前
谋划，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的指
导意见。

第三，教育培训要瞄准“民心通”。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键在于

赢得民心。开展教育培训是消除障碍、
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重要手段，是直
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民心相通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高校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除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色、学科
优势，还应该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
求，融入当地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形
成品牌效应，力促民心相通。

要做好“一带一路”教育培训，一
方面要做好涉外培训，拓展文化与技术
影响力。

在专业设置上，除了发挥自己的专
业特色、学科优势，还应该考虑经济社
会发展的要求，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
合。在教学中，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构建课程、教学模式以及相应的人
才培养模式和考核体系，做好“本土
化”设计。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通过
历史、经验和技术的交流，使学员在对
学科知识形成全面系统的了解的同时，
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成为国家间传
播友谊的重要使者。

另一方面要积极“走出去”。要充
分利用好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平
台，广泛开展与东盟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原
载于微信公号“光明微教育”，有删改）

高校发展要与
“一带一路”相结合

曹国永

乍看之下，这个“自律委员会”是一个正
常的学生自主管理组织。在大学管理人员有
限的情况下，设立类似组织不能说没有必
要。但通过本次事件可以看出，该组织的权
力边界是非常模糊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方面将情侣间在
公共场合的“搂抱、亲吻”等行为简单粗暴地
定义为“不文明举止”。这种奇葩校规，显然
是违反青年人的成长规律的。正处人生花
季，感受爱情美好的大学情侣之间有一些亲
昵的举动，只要不越界、不过分，实在不应该
遭此待遇。

须知，十多年前教育部就已取消了对大
学生结婚的限制。到达法定婚龄的大学生都
可以结婚，滨州学院的“自律委员会”却不许
抱抱，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来管，培养出来的
注定是精神侏儒。

而类似“奇葩”规定，不只出现在滨州学
院。还有一些高校规定，禁止学生在寝室里
吃西瓜、禁止女生穿热裤、规定学生宿舍床铺
不许拉帘、男生不许打游戏、女生不得逛淘
宝。这些清规戒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
是和人的天性过不去，偏离了教育的目标和
本质。

中学课本里的 《种树郭橐驼传》，相信
大家都读过。教育，必须“能顺木之天，以
致其性焉”。到什么岁数做什么事情，大学
生谈恋爱很正常，任何教育不要和人性过不
去，不然就是在培养伪君子和告密者。

（作者李勤余，原载澎湃新闻网，有删改）

禁止抱抱是在
培养“伪君子”

站在社会治理角度上，
“法无禁止即自由”，也就是
不需法治介入的领域，就是
道德自律的范围。当站在校
园治理角度上时，这个逻辑
一以贯之，考试作弊、聚众打
架当然不行，但像宿舍使用
大功率电器等问题，虽然没
有法律明文禁止，但确实会
影响到公共安全，因此在充
分征询学生意见的前提下，
可以放到校园管理规定中。
至于像学生搂搂抱抱的问
题，即便管理者认为有碍瞻

观，也绝不应该放至相关规
定中，因为这属于最低限度
的自由，完全归属于个人权
利，至于是否有违“公共道
德”，决策者就要摆脱主观意
志来看问题，公共道德毕竟
不是公共安全，它是与每个
人的感受相关联的。

因此，干涉学生权利的
“自律委员会”，非但不能解决
校园风气问题，还有可能产生
更坏的影响。其一，自律委员
往往具有实权，能以“官方管
理”之名行侵害学生权利之

实。比如登记和核实信息，它
所“代表”的全体学生，并没有
对它进行赋权，至于一些组织
能公然殴打同学，已经涉嫌寻
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其
二，“自律委员会”类似于“校
园警察”，破坏了校园生态。
由于“自律委员会”具有监控、
盯梢的权力，非但不能代表学
生的意志和利益，反而严重侵
害了学生自由和权利，应该要
坚决摒弃。

当前，绝大多数高校都
有自己的管理规定，既考虑

到相关法律法规，又考虑到
校园安全、校园纪律等实际
情 况 ，足 以 应 对 大 多 数 情
况。但一部分人总有“管得
不够”的错觉，以至于依事而
行、一事一计。一些学生晚
上打游戏，学校就安排零时
断网；宿舍卫生清理跟不上，
就直接下文禁止送外卖；还
有学校担心学生玩手机，干
脆直接禁止在宿舍充电⋯⋯
这类“一禁了之”的思维，和
禁止学生谈恋爱、在公共场
所搂抱一样，都是“懒惰”思

维作怪。“自律委员会”就是
这类思维的产物，它不仅简
单粗暴，更是管理智慧缺乏
的体现，在这种环境中成长
起来的学生，很难不受影响。

过度关注学生的风化问
题，连吃外卖、谈恋爱都要
管，不该是现代大学的所作
所为。那些打着“自律”的
幌子，却把注意力放在学生
个人生活上的人，真的该好
好思量一下了！

（作者扶青，原载 《南
方日报》，有删改）

过度关注学生风化，不该是大学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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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眼科医生们正在为一个
数字忧心忡忡：20年前，上海市小学
毕业生发展成为近视眼的仅为极少数，
但如今，刚入学的6~7岁上海儿童的近
视患病率已接近10%，三、四年级10
岁左右儿童近视患病率超过50%。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暨眼底病学组组长、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眼科主任许迅说，手机和平板电脑现
在成了“懒惰妈妈”的陪伴神器，越来
越多的孩子在小学入学伊始，就被检出
近视。

“陪伴神器”

/ 漫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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