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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倡“小公益”开启“微志愿”

■

本报记者 姜乃强

日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楼， 创响新

生代2012康师傅-早稻田大学创新挑战赛

北京站巡讲现场， 4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

的志愿者与人大师生分享着他们的公益故

事。 他们“小公益， 大行动” 的理念与实

践， 引起了在场师生的共鸣。

近年来， 中国志愿者的氛围日益浓

厚。 北京市政府开放志愿者平台， 倡导

普通市民参与志愿活动； 深圳市将“志

愿者” 作为城市名片， 期待成为“志愿

者之都”。 伴随“人人公益” 的逐步推

行， “微志愿” 也成为了继“微公益”

之后的又一网络热词。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认

为， 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

通过新媒体技术， 微志愿最大程度地发

挥了个人的行动力， 团结和凝聚更多社

会爱心人士参与， 最终将带动整个社会

的正面效应递增。

为激发年轻人心中的志愿热情， 创

响新生代2012康师傅早稻田大学创新挑

战赛以“小公益、 大行动” 为主题， 鼓

励参赛者发扬志愿服务精神， 从身边小

事做起， 把自己的创意和爱心付诸行动，

帮助他人， 影响社会。

活动以中国内地、 港澳台地区18至

30周岁的年轻人为主体， 通过对他们的

提案的评选、 优化、 引导和资助培育创

新人才， 助其实现公益梦想， 同时也为

大赛优秀选手提供进入世界名校深造的

机会， 并予以奖学金支持。

针对废旧节能灯的环境危害， 天津

科技大学的陈理苇提出了废旧节能灯回

收项目，荣获2011康师傅早稻田大学创新

挑战赛年度“公益达人”称号。历时半年，

他的公益项目已拓展为综合性环保项目，

内容涉及节能灯回收、垃圾分类等六个领域。

来自西南大学的征桃山， 组织志愿者与

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交朋友， 通过

“下厨乐”、 “社区小电影” 等系列活动， 为

上百位农民工子女送去关爱。 四位志愿者尽

管背景不同、 年龄各异， 却有着同样的公益

热情， 他们从关注身边小事做起， 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

如今， 创响新生代康师傅早稻田大学创

新挑战赛已成为众多高校学子热衷的公益盛

事。 去年夏天， 康师傅以“小公益， 大精

彩” 为主题启动大赛， 收到了来自全国800

多份公益提案， 超过280万青年朋友通过网

络关注了赛事。

由90后青年公益代表刘思宇、 “多背一

公斤” 创始人余志海、 “视野中国” 执行总

监田林等青年公益领袖组成的巡讲团走进两

岸10座城市， 与近1900名在校大学生交流

了自己的故事。 公益实践阶段， 项目的直接

受益人达13000余人。

康师傅集团执行长室幕僚长柯元达表

示， 每个年代对志愿精神都有不同的解读，

希望通过知名公益领袖的真实故事， 以及

2011创新挑战赛优胜选手的公益成长历程，

激发更多年轻人的志愿情怀。

柯元达希望通过康师傅创新挑战赛这个

平台， 一群心怀公益梦想的年轻人用自己的

创意和行动力， 作出“小公益” 的精彩。 随

后， 他们作为赛事的公益大使， 与全国各地

的年轻人分享感悟与体验， 让更多的人加入

到“小公益” 的行列。

依托康师傅世界名校奖学金计划， 康师

傅创新挑战赛将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早稻田

大学深造机会向学生开放， 计划自2010年

起累计投入资金1.8亿人民币， 资助425名优

秀学生入读早稻田大学。 目前， 已有60余位

优秀学生得到资助， 其中13位是康师傅创新

挑战赛的优秀选手。

树立正确时尚观

毕明辉认为，在高校普及一点时尚和奢侈

品的知识是必要的，这种教育一方面在精神上

给予学生们美育的滋养，另一方面有益于强化

学生的辨识意识和形成独立的审美判断。时尚

教育有望使学生在一开始就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念，在高校内部纠正“跻身占有”的风气。

更长远地说， 良好的品位与修养可以促

使学生们在成为“物质贵族”后作出更好的时

尚投资，而不仅仅是满足于拥有很多名牌。

“付军剪艺” 的创始人付军认为， 时尚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突出“人” 的因素， 而不

是让“品牌” 和“价签” 喧宾夺主， 没有

“主人” 的时尚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有大同，有不同”，时尚是时代性与个性的

集大成者，“比如设计发型要符合人的身份气

质，不能完全迎合潮流。”付军先生说，时尚不是

教条，人们也不应该甘心成为品牌宣传的俘虏。

陈焕文进一步建议： “正确的态度是将

对时尚的理解转化为自身的符号和姿态， 而

并不只是外围的追捧。” 当然， 深化理解就

必须借力于时尚教育的普及， 将时尚引入高

校课堂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诉求。

素质教育的有益补充

缺少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 “时尚”

作为真善美领域的重要表现形式， 应该得到

高校教育的重视。 毕明辉精妙地总结了教师

的“三责任”： “第一是要通过你的工作让

学生看到这个世界； 第二是要传授一套方

法， 让他有自己的世界； 第三是要给学生一

些刺激， 使他形成与别人不同的观点。” 传

统的教育一般只做到了第一和第二点， 时尚

教育将有望帮助学生们打造独一无二的生命

小宇宙。

“如果能够正面引导什么是时尚，那么引

导的过程就变成一种精神上的给予，是有关一

个人的心灵成长并形成良好素养的事业。 ”毕

明辉如是说，他认为在高校中进行时尚和奢侈

品的普及工作是对人才培养的有益补充。

加快与社会相容

了解时尚有助于学生迅速适应从校园到

社会的环境转变， 安抚角色切换带来的焦

虑。 “一些学生毕业后能成功地找到好单

位， 但总感觉不自信， 因为不会打扮自己。”

付军说， 这种情况其实与大学中的学习环境

有很大关系， 许多学生多年来在时尚装扮方

面漠不关心， 一旦走上社会， 就发觉自己格

格不入， 还要重新向别人学习如何穿衣服。

“当你对美的意识落后时， 会缺乏个性，

踏上社会就会产生自卑感。” 付军说。 学习

时尚能加快学生融入社会的速度， 提早认识

与就业相关的服饰搭配、 妆容设计等有助于

减少不同角色间的摩擦与排斥， 使校园到职

场的过渡更加顺利。

让时尚顺其自然还是加以引导

“跻身占有”的时尚观

问起什么是时尚，大学生基本上会列

举名牌和名人加以说明，时尚的品牌化与

名人效应在中国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

度，殊不知这仅仅是时尚领域最肤浅的标

签。 将时尚与奢侈品、名牌挂钩，调动人们

的消费和攀比欲望，是商业运作的隐秘手

段，本不应该成为时尚的全部内涵。

毕明辉说： “中国的消费市场中有

一种“跻身占有” 的心理， 一个人只有

100元钱的收入， 但他很可能会花99元钱

去买一个对他而言很奢侈的东西， 因为

他很希望能够跻身那一个行列， 然后以

一种占有者的姿态来参与社会竞争， 否

则自信不足。” 毕明辉在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任教， 对中西方时尚文化有许多亲身

的体会与独到的见解。

“跻身占有” 一种品牌， 企图借助物

质的力量改善自己的时尚感与品位层次，

却不从根源上深化自己的时尚观与审美

意识， 只求结果而罔顾过程的时尚实践，

其实是社会浮躁心理的集中反映， 其后

果就是国人对时尚与奢侈品的理解偏差。

在校园中， “时尚即是名牌” 的观念也

很有市场， 但是没有个性的时尚只能是

“伪时尚”， 戴上一副光鲜的面具， 内心

深处的贫乏与空虚并不因此被驱逐。

作为北京大学知名的学生时尚潮人

陈焕文认为， 对于时尚应该回归内心真

正的渴望与相宜， 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

价格和标签， “如果买了一件奢侈品，

平时处处留神， 处处小心， 就差供起来

了， 那就是驾驭不了它， 这样的‘跻身

占有’ 不仅毫无意义， 而且也浪费了设

计者的智慧和创意。

时尚的泛大众化

校园时尚有没有自己的特点？ 如果

将时尚的定义无限扩大， 学生群体的关

注点必然与社会人士有所区别， 比如更

愿意在考试、 学习上投资， 等等， 但在

相对狭义的角度， 校园与社会的时尚观

并没有显著差异。 80后、 90后群体在网

络中寻找自己的价值标杆、 审美参照和

消费榜样， 这些都使得时尚在一种攀比

和趋同的心理状态下得以实现， 加之学

生在高度社会化的环境中成长、 成熟，

观察财富创造者们如何追逐时尚、 享受

时尚， 是他们在此领域学习的主要途径。

然而， 网络在延伸时尚影响力的同

时， 也削弱了个体独立的审美判断， 迅

捷的信息更新消磨了年轻人的思考锐度。

“我感觉北大的学生挺爱玩的， 但是

很多思想都来自于网络。在北大里能够有

自己想法并且达到一定高度、能够引领别

人的，基本上都是学术方面的佼佼者。”北

京大学风雷社社长王睿如是说。风雷社聚

集了北京大学的众多街舞达人，他们的时

尚观很能代表一部分90后群体。

青年学子在时尚领域并不是思考与

实践的主力， 大多时候， 时尚对于他们

只是闲暇时借以消遣的玩资， 但就长远

来看， 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对美的世

界丧失了开疆拓土的好奇与野心， 满足

于在别人布置的空间中安放自己的生活，

这是不是也算一种精神的悲哀？

“时尚感并不在于穿着的衣服是顶级

品牌， 还是从动物园淘来的， 而在于由

内自外的时尚修养和生命阅历， 而这内

在的底气必须依靠审美知识的积累。” 陈

焕文认为。

时尚即是名牌？ 时尚只是闲暇时的玩资？ 时尚是炫富行为？ 如何看待大学校园里的时

尚现象———

青春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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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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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 》、《谈谈辩证法

问题》、《毛泽东选集》 ……在

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主办的 “经典著作导读讲

坛 ”的影响下 ，该校图书馆里

中外经典著作的借阅率最近

明显上升。 这些读者中不仅有

学校的思政课教师、 辅导员，

还有很多研究生和本科生。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国人与时尚的接触渠道也日趋广泛， 上至

80

岁的老人， 下至两三岁的幼儿， 都将成为时尚品牌与商家的目标客户群

体。 而对于如今身处校园的青年学生而言， 他们对时尚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会更直接地转化为未来时尚界的中坚力量， 从校园的时尚动向窥探整个行

业的发展状态， 是一个颇为新颖和有意义的角度。

本期邀请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毕明辉、 北京大学学生潮人陈焕文、 北京大学风雷社社长王睿、 家政与生活创意协会负责人何翃以及付军剪艺

创始人付军， 一起畅谈学生的时尚观与时尚教育， 伴随着妙语连珠的时尚感悟与锋芒毕露的时尚批判， 高校时尚教育的必要与迫切开始渐渐地由幕后

走向台前。

社会开放度的催化剂

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时尚相比， 如今

的元素更加多元，“因为网络越来越方便，

信息交换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从欧美到日

韩， 所有的时尚潮流都能被捕捉到，90后

的孩子在思想上显然更加开放了。 ”毕明

辉明显感受到时尚正在一点点走向国际

化， 中国在时尚领域的话语权理应在这

样的浪潮中得到加强， 而非削弱。

高校对时尚的重视水平能够反映出

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人的自由层次，

“当你和国际学生交流的时候， 如果你的

审美意识是落后的， 那起码表明你接受

的教育比较专职化， 生活的环境相对保

守。”

无疑， 确立时尚知识在高校教育中

的地位， 不仅关系到青年一代审美观和

消费观的养成， 更关系到一个国家发现

美、 创造美和利用美的水平与能力， 用

高校推动时尚全社会的审美进步， 将是

一个美好的愿景。

时尚的精神贵族

如果说在学术上， 高校理所当然地

是国家与社会的引领者， 那么在时尚领

域， 高校能否继续扮演先锋与导航的角

色？

“我们大部分的教育是拒绝时尚的，

发型不许变，也不许化妆，女生和男生不

许接触，到了大学后突然间放开了，学生

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毕明辉教授说。

个性受到抑制， 时尚的种子就难以

萌芽。

毕明辉认为： “在接受时尚的过程

中研究时尚” 也许更有出路。 “校园里

的学者在文化上的思考， 很有可能成为

推动时尚发展的有益力量。” 毕明辉建议

学生们在经济尚不独立时， 应该从精神

上充分享受时尚的优雅与愉悦， 至于

“引领者” 的角色， 可以留给更有资质和经

验的团体或个人。

在花样年华中邂逅时尚， 是多么浪漫的

事情， 将时尚教育引入高校， 在美的领域进

行一次全民“扫盲”， 是关于国家和民族进

步的大事业， 只有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精

神贵族”， 时尚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的力

量。

让学生从书海中抬起头来， 观望到那片

散发着生命馨香的世界， 体悟“我就是宇

宙” 的个性张扬之美， 也许唯有如此， 思想

的自由和个体的全面发展才会成为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促进教育教学通讯社

成员）

■

郑玉婷 黄鲲 付汶卉 朱羿璇 余萧桓 唐燕婕

大学校园时尚现象

时尚观须教育与引导

大学在时尚领域的定位

武汉纺织大学：

研读经典著作成时尚

■

通讯员 汪书路

老师引导学生研读经典

在一次学术讲座上， 该校“阳光学者”

宋俭教授引用了大量红色经典著作中的原

句， 让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赞叹不已。

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 学院确有部分学生没

有系统地研读过马列经典。 院长朱丽霞随即

召开专题会议， 为学生列出了100多本“必

读经典著作” 的清单。

然而， 没过多久就有学生反映著作“太

枯燥、 读不懂”。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生

古江波把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看了3

遍却还是不能掌握其精义， 因而也没有兴趣

阅读其他著作。

“学生不感兴趣， 我们就陪着学生读，

学生读不懂， 我们就带着他们读！” 为了调

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阅

读方法， 学院杨洪林教授提议。

对于古江波遇到的问题， 杨洪林、 沈学

君等老师引导他理论联系实际， 把著作中的

社会关系原理与当今时代经济、 政治、 文化

等现象联系起来， 从“以人为本” 的视角去

思考文中提到的“异化劳动” 等问题。 在老

师们的指导下， 古江波不仅读懂了著作的基

本内容， 还结合阅读心得撰写了数篇论文，

其中2篇被核心期刊录用。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得到老师的辅导， 学

院精心策划的“经典著作导读讲坛” 于去年

11月份开讲了， 至今已举办了8期， 学院的

研究生还自觉成立了“读书会”。

发挥学生社团的带动作用

除了每周三学院举办“经典著作导读讲

坛” 外， 研究生们也积极与青葱读书社、 各

学院学生会等学生组织交流， 鼓励他们带动

身边的同学读原著、 学经典。 各学生组织以

湖北全民读书月活动为契机， 广泛开展各类

活动， 鼓励同学研读经典著作。

“对立面的统一， 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一

切现象和过程……” 讲台上， 一位学生模样

的“老师” 生涩地讲着 《谈谈辩证法问题》。

日前，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会举办了“研

究生经典著作教学竞赛”， 鼓励研究生在认

真品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 登上讲台进行模

拟教学。 台下听课的不仅有学校的专家评

委， 还有很多本科生。 通过这次竞赛， 研究

生们对经典著作的理解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

有了明显的提升， 前来参观比赛的本科生也

对这些经典著作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该校广告专业的学生陈玉琴说： “现在

身边的一些同学已经将阅读经典著作内化为

一种生活习惯， 这将是我们一辈子的财富！”

如今， 学校的教授、 博士生积极为学生

的读书活动献言献策， 各院部涌现出各种读

书活动。 机械学院举办“读书领航工程”，

管理学院举办“阳春三月好读书”， 图书馆

举办“书香溢纺大·悦读伴我行” 的读者服

务活动……

多形式展示经典的魅力

思政课上， 各任课教师为学生介绍中外

经典著作， 积极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 此

外， 老师给学生布置了课外作业， 要求学生

课外研读经典著作， 并为学生列出了 《谈谈

辩证法问题》、 《实践论》 等50本推荐书目，

鼓励学生写读书笔记。

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成立了“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协会”， 并开设微博红色党校、 QQ群

等， 通过协会组织和网络媒介吸引全校师生

参与“红色经典著作” 研读活动。

此外， 学校积极响应湖北省“书香荆

楚·文化湖北” 全民读书月活动的号召， 举

办了图书漂流、 国学经典朗诵以及征文比赛

等各类活动。

“经典著作导读讲坛” 作为该校“喜迎

十八大， 共创新业绩” 八大主题活动之一，

激发了广大师生“读原著、 学经典、 强基

础、 促科研” 的热情， 让师生们从读经典著

作中提升理论素养， 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的良

好学风， 让学生勤学、 善学、 好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丽霞教授说：

“‘经典著作导读讲坛’ 对创新学生的以‘理

想信念’ 为核心的主题实践学习模式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 学院正在精心建设三大网络教

育平台， 实现‘理想信念’ 的全员育人， 全

过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达到大学生真心喜

爱、 终身受益、 毕生难忘的效果。”

学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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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校园，

谁主“时尚”沉浮？

■

郭九苓

所谓 “时尚 ”， 字面上解释

就是一时的流行或追求， 本身是

一个高度世俗的现象 。 当今社

会， 经济大潮席卷一切， “实力

才是硬道理 ”， 时尚的风里自然

也有浓厚的铜臭味 。 “生活质

量” 的追求很多时候成了各种名

牌和高消费的代名词。 这种时尚

能使人获得多大的 “自信心” 和

多高的 “生活质量 ” 笔者不好

说， 但给大多数普通人带来经济

上的压力甚至人格上的扭曲却是

实实在在。

流行文化都有浓厚的消遣 、

娱乐色彩， 校园时尚也不可能例

外。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有渊

博知识、 敏锐的思辨能力， 并有

高尚的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人 。

从这个角度讲， 作为学习与生活

都还需要家庭与社会资助的年轻

人， 崇尚高消费和名牌， 显然与

教育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人总

有好逸恶劳的惰性， 对理想的追

求没有感性的愉悦那样直接， 对

人文历史、 科研学术的专注也不

及现时的物质陶醉更有诱惑力 。

校园时尚如果成为社会时尚的缩

影， 就会因为其浓厚的反理性色

彩， 使人脆弱、 懒散、 浮躁， 影

响学习与人格发展。

可以说， 校园是一个特殊的

地方， 这里寄托着国家、 家庭以

及学生个人的希望与梦想， 各方

面都应该是积极向上的。 校园时

尚本来就应该比社会时尚多一些

文化、 理性的内涵， 少一些拜金

主义和世俗的盲目。 这样的校园

时尚自然是有益无害的， 因为合

理的消费并非坏事， 学生不是机

器， 除了学习之外， 娱乐、 消遣

也是生活必要的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 这些年校园里出

现的一些消费主义倾向， 应该是

社会转型时期的暂时现象， 校园

时尚终将回归其引领社会潮流的

地位。

其实， 校园文化一直有自己

的鲜明个性。 大学校园处于文化

优势地位， 能迅速捕捉各种新思

潮， 成为整个社会流行文化的风

向标。 早些时候， 学生对国家命

运、 国家建设的关心曾经深刻地

影响了社会走向。 经济大发展的

年代， 计算机、 网络、 游戏、 动

漫、 博客、 微博等能形成现在的

影响 ， 并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 ，

与它们在校园里的流行是密不可

分的。 在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

“环保”、 “低碳”、 “公益” 这些

概念将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形式，

而这些理念都已在校园里悄然兴

起。

与校 园里 其他众多主 题 不

同， 校园时尚几乎完全与校方无

关 ， 基本都是学生自发的行为 ，

并在学生中不断创造和生长。

那么学校管理者在这方面能

起什么作用？ 如何能建设、 引导

更积极、 更健康的校园时尚文化

以服务于教育的目的 ？ 笔者认

为， 任何干涉的态度都是不可能

成功的。 即使是 “善意” 地去帮

助其克服 “缺点 ”， 也有招致更

强烈逆反的危险。

学校应该做的是帮助学生树

立知识与分辨能力上的自信、 生

活态度上的自信、 人生与哲学理

解力上的自信， 不受世俗潮流的

误导 ， 不被各种商业广告所诱

惑。 如此， 一群有知识、 有自信

的、 不屑于追捧社会流行的年轻

人， 一定能创造出富有魅力的校

园时尚文化。

日前， 热播剧 《甄嬛传》 里扮演太医温实初的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张晓龙， 来到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 举办主题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从古代礼仪到现代礼仪” 的学术讲

座， 受到数百名大学生的热烈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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