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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众多大学生纷
纷加入“逆行者”的队伍
中，成为光荣的志愿者。华
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
的大学生志愿者，义务为一
线抗疫人员子女提供线上学
业辅导、心理陪伴、名著导
读；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
与社区 （村） 防疫，就地帮
扶春耕生产。湖北大学青年
志愿者则在第一时间进驻设
立在本校的“康复驿站”，
守护新冠肺炎康复者⋯⋯

类似这样的大学生志
愿者在武汉、在湖北、在
全国还有很多，在坚决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过程中，青年大学生结合自
身所学专业知识，通过各
式各样的志愿服务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疫情防控下
的志愿服务是他们历练青春
的特殊一课。这次疫情中大
学生志愿者的表现，让全社
会看到了他们“家事国事天
下事事事关心”的责任与担
当。这足以证明，他们是堪
当大任的一代，时代赋予他
们的使命也必能收获铿锵回
响。

疫情肆虐，年轻的大学
生战斗在疫情一线同样有风
险。可他们同样知道，如果
没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
神，医护人员可以选择待在
家里，公安干警也没必要走
上街头。成为“逆行”的志
愿者，就是与全社会同舟共
济，凝聚起战胜疫情的最强
大力量。医护人员战斗在一
线，可他们同样有孩子需要
照看，孩子也可能要线上学
习，但他们却将全部的时间
与精力交付给了病人。为一
线抗疫人员子女提供助成长

活动菜单，线上开展学业辅
导、心理陪伴，就是解除了
诸多一线抗疫人员的后顾之
忧，让他们能心无旁骛地与
新冠肺炎病毒鏖战。这样的
志愿服务看似不起眼，但你
能说它不重要吗？众多农学
专业的学生则发挥专业优
势，就地帮扶春耕生产。这
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深入基
层，用实践检验所学知识的
机会。不是说这样的机会平
时没有，可如果不是因为这
场疫情把大学生“困”在家
里，早已返回校园的大学生
们又哪来的机会近距离接触
农业生产？

大学生从事志愿服务，
有很多其他行业的人员所无
法比拟的优势。一是他们处
于假期，没有固定工作的限
制，所以往往时间充裕，调
配起来也灵活机动，哪里需
要就能往哪里去；二是作为
最朝气蓬勃的群体，他们接
受新事物、信息的速度快，
在参与疫情防控时能在第一
时间做出科学有效的应对；
三是作为在读大学生，往往
能将所学专业知识与所从事
的志愿服务结合起来，从而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
志愿者的作风、作用、作为，
全社会有目共睹，也为这场
全民参与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烙上了深深的青春印记。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日趋向好，
在尚未复课之前，大学生们
不妨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投
身到复工复产的志愿服务中
去。各高校也应大力提倡，
指导广大学生上好这特殊的
一课，让青春在志愿服务中
闪耀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志愿服务是历练
青春的特殊一课

夏熊飞

近期，有关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消费
纠纷频出。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家
长，莫让“宅娃”荒于嬉，免得“废人又
费钱”。

中国消费者协会介绍，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大量未成年人“宅”在家里，
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成为陪伴未成年人
学习和娱乐的首选工具，有关网络游戏的
消费纠纷更加突出，突出问题有：实名认
证形同虚设，未成年人可一键登录；收费
游戏未事先明示，“免费试玩”诱导低幼
孩童入坑；收费环节无验证，超额充值屡
发生⋯⋯

国家新闻出版署 2019 年 11 月发布的
《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规定，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行实名注册制
度，严格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的时
段、时长，规范向未成年人提供付费服
务。然而，一些网游企业为了牟利，根本
无视法律法规和应尽的社会责任，仍然通
过各种方式向未成年人玩家开“后门”。事
实上，早在 2007 年，新闻出版总署等 8 部
门就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各网络游戏运营
企业设置防沉迷系统，并且严格实施实名
认证。可悲的是，这一问题依然根深蒂
固，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应该说，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指纹
识别和支付技术越来越成熟的今天，通过
技术手段限制未成年人玩网游根本不是一
件难事。网游企业的技术如果真正做到了

“铜墙铁壁”，绝大部分未成年人是无法破
解的。现在之所以“漏洞”百出，形同虚
设，不是因为一些网游企业不能做，而是
不想做。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违规成本过
低。一旦发生未成年人网游消费纠纷，网
游企业不过做退费处理，而不需要承担其
他责任。况且由于举证困难，如果金额不
是很大，不少家长会选择息事宁人。

因此，要有效治理未成年人网游消费
纠纷突出问题，不能指望网游企业自觉、
自律，关键是要让相关的法律法规硬起
来，长出牙齿，切实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让违规的网游企业付出应有的代价。比
如，立法部门、监管部门应推动法律法规
的进一步完善，加重网游经营者侵犯未成
年人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对网游经营者
以免费试玩等为诱饵误导消费、实名认证
形同虚设、不严格执行分级付费限制规定
等问题，要通过行政约谈、查处问责、限
期整改等方式予以规范，否则一律永久下
线，并关联失信惩戒机制，纳入黑名单管
理。同时，对多次不执行国家规定的网游
企业，今后研发的网游应不再审批通过。
唯有加大对违规网游企业的惩治力度，才

能倒逼其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当然，不管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

游，还是防范孩子网游乱消费，家长都必
须负起应尽的监护和教育引导责任。有的
未成年人动辄可以充值上万元，毫无疑
问，其家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疫情期
间，家长有大量时间陪孩子，正好趁此机
会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可是一些家
长反倒“手机带娃”，对孩子的学习不管不
顾，任由孩子沉迷于网游。这就需要家长
从自身做起，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多与
孩子沟通和交流，帮助孩子做到健康上

网、正确用网，合理规划孩子玩手机、玩
网游的时间，引导孩子培养积极健康的兴
趣爱好，填补其精神需求。同时，家长要
保管好自己的账号，不把网络支付账号、
支付密码等信息透露给孩子，不在网游支
付消费环节放权，不鼓励支持孩子独立支
付消费，不给孩子偷偷转账和消费的机
会。只有网游企业、监管部门和家庭都尽
职尽责，多方互动，全员参与，才能真正
保护好未成年人，解决根深蒂固的沉迷网
游问题。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破解网游痼疾须提高违规成本
赵清源

/ 一家之言 /

/ 快评 /

日前，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高校应届毕业生毕业就业工作的通
知中，要求高校对按时完成培养计划且毕
业论文 （设计） 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应
努力保障其顺利毕业；因疫情影响确实无
法按时毕业的学生，可适当延长毕业期
限。这是高教系统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保障学生顺利毕业所做出的非常人性化的
政策举措。

高校学生类型多样、层次各异，既包
括本专科生也包括研究生，需要根据不同
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政策部署和统
筹安排，以确保各层次各类型学生均能顺
利毕业。

在本专科生层面，不同的专业有着不
同的毕业要求，对于文史哲等人文社会学
科而言，学生可主要通过文献梳理、理论
思辨等研究方法完成毕业论文 （设计），但
对于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言，学生

则需要通过实地调研、观察、访谈、做实
验等研究手段和方法来完成毕业论文 （设
计），这些学科的学生受到疫情的影响会更
大，在目前无法正常返校的情况下，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可能无法按期顺利完成毕
业论文 （设计）。

在研究生层面，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受疫情影响，不同学科 （领域）、不同层次

（硕士生和博士生）、不同类型 （学术学位
和专业学位） 的研究生遇到的具体问题可
能各不相同。例如，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培
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的，在毕业
要求和毕业论文选题、形式、写作及创新
要求等方面均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有着较大
差异，且不同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 之间
的毕业要求也各不相同，受到疫情影响的
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更加需要
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积极应对。

对于可以按时完成培养计划且毕业论

文 （设计） 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各高校
和院系可采取开放文献资源、线上远程
指导和答辩的方式进行，合理优化学位
论文送审、答辩和学位授予的时间、方式
和流程。事实上，全国很多高校已提前部
署，积极开展此项工作。而对于受疫情影
响确实无法按时毕业的学生，也需要积极
部署和尽早统筹安排，根据实际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出台更加灵活和人性化的应对措
施。

在这些应对措施中，以下几点值得特
别重视。一是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增加论
文送审、预答辩及正式毕业答辩的场次，
以满足不同时间节点上毕业生的毕业需
求。二是要充分做好延长毕业期限学生的
毕业论文 （设计） 的指导和心理辅导等工
作，在这方面，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要充分
发挥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给予学生及
时、必要的关心和帮助。三是高校各行政

部门要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统筹做好学生的信息资源获取、毕业流程
指导、就业指导和服务等各项工作。

受全球疫情发展的影响，今年高校毕
业生面临的整体就业压力可能是空前的。
因此，要更加重视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
导和服务工作。各高校要进一步创新就业
服务方式，多渠道挖掘就业机会和岗位，
指导毕业生积极参加各种网上招聘活动。
在就业指导和服务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对
就业相对困难群体的特殊支持和关照，进
一步做好对学生的个性化就业指导和服务
工作。在疫情面前，唯有精诚合作，团结
互助，我们方能取得最终胜利。在保障高
校学生顺利毕业方面也是如此，高校各部
门、各院系、各位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还需要协调配合，主动作为，共同
打好组合拳。

（作者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以灵活机制为高校毕业生“护航”
高耀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
地区开始全面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一些地方教育行
政部门也将学校复学工作提
上议事日程。但是，面对国
外疫情加重、外来输入病例
逐渐增加这一复杂形势，学
校作为人员密集场所，一旦
开学，面临的风险依然巨
大。因此，大多数地方的复
学工作计划仍十分谨慎，最
近这段时间成为学校的“空
窗期”。

然而，学校的“空窗
期”不应成为教育的等待
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在继续开展好“停课不停
学”工作的基础上，应充分
利用网络教学给教育带来的
新挑战，积极引领教育科研
工作，以不断提高教师应对
网络教学新任务的能力。各
地还可以借鉴网络授课的做
法和经验，利用这段时间开
展形式多样的教师培训、网
络教研、集体备课、读书等
活动，落实教师年度全员培
训计划，全面提升教师胜任
新学期教育教学任务的能力
和个人知识素养。

学校应充分利用这一时
间空当，抓紧摸清师生身心
状况，调整学校教学计划，
充实疫情防控物资，修缮教
育教学设施，完善后勤保障
安排，有条不紊地为开学做
好充足准备。

学校迟迟不能开学的
“空窗期”，也可以成为一些
建设项目的施工期。这就需

要各级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一手抓校园疫
情防控，一手抓教育事业发
展，根据既定目标，分类指
导，分类推进，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例如，以往学校校
舍加固维修等很多建设项目
都是趁学生放假的暑期进
行，其目的就是既保证安全
又不影响学生学习。对这类
建设项目，各地完全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按照当地有关
规定，将项目建设时间调整
提前到当下进行，如此不但
可以尽快完成建设任务，还
可以为学校利用暑期弥补因
疫情耽误的教学计划创造条
件。同时，推动学校建设项
目还可以带动本地复工复
产，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
健康发展。

当前，全国各行各业生
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
确保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已成为当前两项
同等重要的工作。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理应主动担
当作为，把学校的“空窗
期”变成有关建设任务的黄
金期，千方百计把疫情对教
育的影响降到最低，按照既
定目标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实现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完成“十三五”规
划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河北省教育厅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
纪委书记）

“空窗期”也是
学校建设的黄金期

刘殿波

王铎

绘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近日，各
地以最高礼遇迎接援鄂医疗队英雄凯旋的
消息，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临别之
际，湖北人民也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英雄们
的感激之情和依依不舍。

白衣执甲、逆行而去，是苦难造就了
英雄。冲锋陷阵、今日凯旋，英雄当之无
愧。在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刻，全国各地
300 多支医疗队、4 万多名医护人员挺身
而出，冒着生命风险，成为勇敢的“逆行
者”。面对肆虐的疫情，他们不讲条件、
不提要求、不等不靠，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用最短的时间、最快
的速度投入战斗。病房就是战场，患者就
是亲人，与疫情抗争，与死神搏斗，他们
为湖北、为武汉拼过命。他们用大爱无疆
诠释守望相助，用敬业勇敢书写医者仁
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扛起白衣战士守护
生命的职责。因此，他们成为湖北和武汉
疫情防控的关键力量，为全国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障全国人

民的生命健康做出巨大贡献。
英雄归来，所有的礼遇和泪花都是各

界真情实感的流露和表达。把鲜花和掌声
送给最可爱的人，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
质朴而浓烈的感情。因此，用最高礼遇欢
迎英雄，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全社会的
责任。因为一位英雄就是一座丰碑，只有
全社会都形成崇尚英雄的氛围，才能缔造
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才能让英雄的灯塔
永远照亮我们前行。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
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崇尚英雄的
目的是学习英雄，争当英雄。山因脊而
雄，屋因梁而固，中华民族因成千上万的
英雄而巍然屹立于世界。

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关键是正确理
解英雄，准确把握英雄精神的实质。要学
会做平凡的英雄，要善于在平凡中融入英
雄的情怀，在细微处筑起英雄的丰碑。要
让英雄精神鲜活起来、具体起来，使之与
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让全社会都充满
正能量。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个

人都有机会战场杀敌、为国捐躯，也不可
能每个人都冲锋在前、战斗在一线，总有
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总有平平凡凡的奉
献者。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除了勇敢的
医护工作者，还有警察、社区工作者、城
市劳动者、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他
们根据不同的职责分工，一直坚守在抗疫
最前线。他们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为了
战“疫”不惧逆行、不怕牺牲。他们也是
英雄！和千里驰援主战场的“逆行者”一
起构成新时代的英雄群像。英雄模范们用
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
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
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
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
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
就。

争做平凡英雄是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必
修课。因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期，让英雄精神为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补钙”十分重要。要引导青少年正确
认识为什么平凡的英雄也是英雄。因为平
凡不等于平庸，更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切
合实际、从我做起、尽我所能，是在不同
阶段不同岗位为国家、社会和他人奉献自
己的一份光和热。要引导青少年成为一个
平凡的英雄，争当英雄的前提是崇尚英
雄、学习英雄，所以学校、社会、家庭要
积极构建多维度的英雄主义教育，重视青
少年的精神和道德发展，引导青少年树立
远大理想，培育爱国精神，虽然不是每个
人都能在危难时刻发挥作用，但是平凡中
的奋斗也能成为英雄。要让广大青少年明
白，从来没有什么英雄是与生俱来的，而
只有一个个舍己为人、挺身而出、负重坚
守的平凡人。广大青少年可以从现在做
起，从身边小事做起，立志报国，立志奉
献，勤奋学习，掌握本领，在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的同时，争做平凡英雄。

（作者系浙江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

崇尚英雄更要践行英雄精神
张龙

□“崇敬英雄”系列评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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