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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大学生毕业照可娱乐不可“愚乐”

■

徐秉国

据报道， 近日某大学的

49

名

应届本科毕业生身穿军装， 手拿

“红宝书”， 摆出 “忠字舞” 动作，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有网友指责

学生 “不尊重历史”， 不能把 “文

革” 的烙印用来娱乐。 也有网友

认为， 这根本就无需上纲上线。

6

月是我国各大学的毕业季

节 ， 拍照留念是学生最重视的

“节目” 之一。 与前几年一样， 今年

的毕业照也是 “百花百种、 百家百

型”。 综观这些毕业照， 有两个特点

比较突出： 要么是娱乐型的， 以开

心为要， 如 “穿越版”、 “复古版”、

“民工版”、 “千手观音版”； 要么是

“愚乐型 ”， 纯粹恶搞 ， 以 “低俗 ”

为美 ， 如身着学位服 ， 集体举着

“求包养”、 “求私奔”、 “求围观”

的标牌等。

其实， 大学生娱乐搞怪毕业照

的现象并非始自今年， 年年争议不

断。 原因很多： 一是青年人的特性

使然。 今年是首批 “

90

后” 毕业生，

他们较之 “

80

后” 更追求个性张扬，

更喜欢标新立异。 二是特定的偶遇

使然 。 学生

4

年朝夕相处 ， 自此要

“天涯远隔”， 在这个时刻特别易伤

感， 用独特的毕业照来留住大学时

光也就成了他们的一种选择。 三是

社会因素。 娱乐已经成为社会景观

的主宰模式， 成为塑造大学生日常

生活的一个强大的、 充满诱惑力的

手段。

娱乐是指能够引起自己或他人

愉悦、 快乐的活动。 大学生拍摄个

性化或者是娱乐化的毕业照片， 追

求标新立异， 打造特别的毕业记忆，

如果确实能带给人们和社会美好的

感受， 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 毕业

照毕竟是对自己在大学生活里曾经

的付出 、 奋斗和爱 ， 过去的欢笑 、

泪水与情感的纪念。 毫无疑问， 庄

重感远大于诙谐感， 要求的是高雅

重于低俗， 符合公序良俗。 这既是

对自己大学生活的美好告别、 青春

年华的美好记忆， 也是对社会文化

引领责任的一种积极承担。

而毕业照一旦以 “恶搞” 的方

式出现时， 就会陷入到 “泛娱乐化”

的境地， 使本来具有思想和理性的

大学生用娱乐的方式来淡化、 屏蔽

思想 ， 进入到去思想化的 “愚乐 ”

境地， 也就会使人形成一种以 “逗

你玩” 为主基调的 “愚乐至死” 的

低俗境界 。 这种 “愚乐 ” 行为 ，

人们 “以其表， 观其心”， 只会责

怪学生过度追求感官娱乐的满足，

缺乏基本的信仰与精神寄托。 如

此， 毕业照的 “恶搞” 留下的就

不是美好的生活记忆， 而是种糟

糕的人格作践； 暴露的不只是学

生自身的知识贫乏， 还有自身品

质的缺陷。

大学生应该明白， 毕业照虽

然娱乐无罪， 但也 “愚乐无理”，

不要使自己成为那种追求无意义

的 “恶搞”， 以至于成了 “愚乐”

的群体。 毕竟， 任何事情都是有

底线的， 不可逾越。

本报北京

6

月

26

日讯 （记者 焦新）

6月25日至26日，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选举产

生新一届理事会， 并召开了2012年学术

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

刘延东致信祝贺。 贺信全文如下：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值此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第二届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暨第二届理事会成立

之际， 谨向全体代表和理事致以诚挚问

候！ 向长期从事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和实

践的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是与教育决策和

政策制定关系最为密切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

之一。 学会成立以来， 紧紧围绕我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实际， 对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核心问题和重点领域， 开展了具有前瞻性、

全局性的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研究， 对推动

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和政府教育重大决策， 特

别是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

2010

—

2020

年）》 的研究制定提供了重

要的咨询服务， 作出了积极贡献。 学会已发

展成为汇聚和发挥教育研究专家和教育工作

者智慧的学术团体， 成为政府教育科学决策

的重要智力资源。

当今世界以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资源为

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我国正处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

已经成为国家重大战略。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

教育现代化、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进入人

力资源强国行列， 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

略目标。

（下转第二版）

他们的命运因此改变

———新疆实施中职学生国家资助政策纪实

■

本报记者 张东 蒋夫尔

“多亏了国家资助政策， 帮助我

顺利完成在卫校的学习， 我的命运

因此改变。” 维吾尔族贫困学生依孜

提帕夏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

地说， 如今， 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喀什市人民医院实习， 通过职业

资格考试后， 将被正式录取。

在新疆， 像依孜提帕夏一样通

过国家资助政策走进职校、 学习技

能而改变命运的学生有很多。 自治

区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

介绍说： “2007年开始实施的中职

国家助学金政策已资助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近108万人次； 从2009年秋

季学期开始， 国家对中职学生实施

的免学费政策， 惠及新疆160余所中

职学校62.3万人次。”

“国家政策让农牧

民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几亩田地、靠天吃饭，是南疆地

区许多农村家庭的生活现状。“农民

人均年收入只有4000多元， 大部分

学生初中毕业后就辍学打工，或帮助

家人务农。 ”喀什地区学生资助中心

主任木合塔尔告诉记者。

2007年， 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

政策改变了农村学生的命运， 让他们

有机会继续接受正规教育， 掌握一技

之长。 喀什地区卫生学校党委书记卢

华东说： “中职学生的助学金标准是

每人每年1500元。 这对一个农村家

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来说， 是来之

不易的。”

2009年， 国家另一项针对中职

学校农村学生的资助在新疆部分地

区实施， 其中包括免除学费、 住宿

费、 书本费等优惠政策， 极大地减

轻了农村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

“学校给我们补了生活费， 每月

150元， 每年还免收学费2400元和

书本费、 住宿费900元， 减轻家里很

多负担， 现在我每个月只花家里100

元。” 喀什农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学

生帕提古丽用流利的汉语说。

“如今， 国家不但让农村孩子有

学上，还能上好学。 ”卢华东算了这样

一笔账：国家每年对喀什职业学校每

个贫困生资助的费用是4800元，按照

每人每年所有花费6300元计算，国家

的资助占到了学生每年学习成本的

75%，家庭只担负1500元左右。 ”

“盘活了边疆地区

职业教育的发展”

“现在， 新疆广大农牧民由原来

被动送子女入学变为主动要求子女

接受职业教育，过去由家长承担费用

变为现在不交一分钱就可以到学校

上学。 ”木合塔尔告诉记者。

在新疆大部分中职学校，有很多

曾经辍学打工、务农，如今又进入职

业学校接受技能教育的学生。喀什农

业学校学生依明江吾麦尔，初中毕业

后在当地一家修车店打工，跟着师傅

学习修理技术。 如今他回到了学校，

几乎不需要家里的经济支持。

“近几年， 我们学校的招生规模

不断扩大， 增设了机械加工技术、

焊接技术应用、 机电技术应用、 数

控技术应用等新专业， 还建立了以

南疆齐鲁工业园46家企业为中心辐

射到喀什市等182家个体工商户的实

习就业点。” 喀什市疏勒县职业高中

校长刘彩华说。

“新疆中职学生2006年有10万

人左右，2011年增至近30万人。 ”木

合塔尔介绍说，“国家资助政策增强

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新疆农村学生

的求学之路变得平坦，纷纷重新回到

学校， 继续学业， 增长技能， 同时

促进了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下转第二版）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

农村学校营养餐应

限制家庭托餐准入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26

日 电

（记者 胡浩 朱立毅）

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26日发布 《关于

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的指导意见》 指出， 农村学校营

养餐应坚持以学校食堂供餐为主，

校外餐饮服务单位供餐模式为辅，

严格限制家庭托餐准入。

指导意见说， 实施营养改善

计划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监管

部门应抓紧对辖区内实施营养改

善计划的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状况

开展全面排查， 摸清底数， 并建

立监管信用档案。

指导意见指出， 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要会同教育、 农业、 质监、

工商等部门， 制定供餐企业、 托餐

家庭等不同供餐模式的准入办法，

严把营养改善计划的供餐准入关。

各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 与学校食

堂、 供餐企业和托餐家庭签订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书， 进一步明确

主体责任。

指导意见要求加大对实施营养

改善计划的学校食堂、 供餐企业和

托餐家庭监督检查， 强化对相关学

校食堂和供餐企业的监督量化等级

的评定工作频次， 严格落实监督检

查结果报告、 通报制度和公示制度。

今年来， 媒体相继披露了一些

地方在实施营养餐计划时出现的问

题， 如发生学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家庭托餐方式供餐向学生收取补贴

费等。

“再见，

第二故乡”

6

月

25

日 ， 玉 树 学 生

（中 ） 在银川火车站与宁夏

的同学告别。 当日， 来自青

海玉树的

270

名师生登上银

川开往西宁的列车， 告别学

习、 生活了两年的宁夏， 返

回家乡。 银川火车站为他们

开辟了 “玉树学生绿色通

道 ”， 确保学子们顺利踏上

返乡的旅途。 据了解， 这些

学生从

2010

年起来到宁夏 ，

就读于银川六盘山高级中学

和育才中学。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看点

今日

■八版 （行家看赛）

别让“就业好”

蒙蔽双眼

辽宁重申严禁炒作高考成绩

不得以任何形式宣传“状元”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记者

日前从辽宁省教育厅获悉， 为有

效遏制炒作高考、 中考成绩现象

发生， 辽宁省再次重申， 严格禁

止炒作高考中考考试成绩。 对出

现违规问题的单位和个人， 一经

发现， 将追究责任， 严肃处理。

辽宁省要求， 各级教育部门

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学校的升学

人数、 升学率、 升入重点大学情

况； 不得以任何形式按高考、 中

考成绩给学校排名并向社会公布；

不得以任何形式宣传所谓的高考、

中考“状元” 等。 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 招生考试部门， 各高中、

初中与工作人员， 不得向社会或

无关组织和无关个人公布、 提供

考生成绩及名次等信息。

各级各类学校除以成绩单、

电话查询形式通知考生外， 不得

以任何其他形式公布考生成绩；

不得按中考、 高考成绩给学生排

名并在校内或向社会公布； 不得

在校外或校内社会成员可视范围

内摆放、 悬挂关于高考、 中考成

绩的条幅、 宣传板等宣传物品；

不得利用媒体宣传炒作所谓的高

考、 中考“状元”。

广西招生考试院建议考生

选专业应结合个人兴趣特长

本报讯 （记者 周仕敏）

为

了帮助考生和家长更有针对性、

更有效率地咨询， 6月24日至25

日， 广西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咨

询会在南宁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

国300多所高校的招生教师，与广

西2.5万名考生和家长面对面， 为

他们提供“贴身” 咨询服务。

广西招生考试院有关负责人

建议， 考生可以先根据自己的高

考成绩， 每个志愿选出三四所学

校， 提前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一一

列出来， 参会时找到目标学校，有

针对性地去咨询， 避免问“高

考××分， 报你们学校能录取？ ”

“高考××分，能上什么学校？”“我

这个分数，报你们学校哪个专业能

录取？”等此类问题。因为每年各校

的投档线都会有变化，考生能被哪

所学校或专业录取，谁都无法给出

肯定答案，只能提供参考意见。 咨

询老师更多是从录取流程、招生政

策上为考生解答疑惑。

广西招生考试院建议考生，应

从现在起就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能力特长、价值取向，及学校、专业

的社会需求进行规划，及时明确自

己大学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以利于

对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为自己将来

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小小餐桌上 艺术大比拼

———高职组中餐主题宴会设计竞赛见闻

■

本报记者 李丹

喜上眉梢、 京都韵味、 暖意融

融……一个个抽象的主题，通过选手

们对餐具、桌布、菜单、装饰品等细节

的精心设计与布置，被活灵活现地展

现在了一张张小小的餐桌上。

6月14日至16日， 2012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中餐主题

宴会设计竞赛在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举行， 来自全国29支代表队的87名

选手， 用自己的巧手和创意， 玩起

了餐桌上的艺术大比拼。

“台面中心的装饰品我们选择了

苗族传统的绣片和银帽， 象征着热

情好客的苗族姑娘， 青花瓷的餐具

和淡雅的桌布餐巾彰显了民族风的

清新与雅致， 菜单的设计也以酸汤

鱼、 腊肉等苗家传统美食为主， 让

宾客们能在视觉和味觉上全方位感

受苗族的传统文化。” 在比赛的现场

操作环节， 随着来自黔东南民族职

业技术学院选手吴佩芬的巧手翻飞，

一个以“醉苗乡” 为主题的宴会设

计逐步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个环节主要考查选手们摆台

操作的熟练性、 规范性和对中餐饮

食文化的理解与诠释。” 大赛仲裁、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纪委书记王莉介

绍说， 与以往单纯考验选手摆台的

标准与速度不同， 此次大赛在这个

环节更强调了他们对主题的设计与

创意， “这与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

一致， 学生们毕业后大都要从基层

逐步走向管理岗位， 因此只有娴熟

的技能是不够的， 还要有一定的创

新能力。”

“通过大赛，我们意识到学生的行

业外语词汇量掌握不足， 这需要我们

在下一步教学计划中进行相应的改

革。 ”在公布了选手的各赛项成绩后，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指导教师赵

传松与学校的两名参赛选手讨论起收

获与不足， 两名选手的专业技能分数

很高，但外语成绩却不太理想。

大赛英语环节裁判王俞告诉记

者，之所以在技能比“武”的环节之外，

还设置了理论知识和外语口语两项比

“文”环节，就是为了引导职业学校和

学生， 要紧跟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

求，在练技能的同时也要重素养。

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

切忌盲信高考填报志愿软件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商意盈）

随着各省高考第一批控制分数线

陆续揭晓， 如何填报志愿成了众

多考生和家长的当务之急。 填报

志愿软件这一新生事物也开始粉

墨登场。 只要输入分数， 就能量

身定制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教育专家提醒， 填报志愿软件仅

供参考、 切忌盲信和依赖。

查看各种报考指南、 托亲戚、

问朋友、咨询老师……填报志愿的

“技术难度” 让众多考生和家长头

疼不已。也因此，“高考志愿填报指

南”、“高考专业选择兴趣测试”、

“高考分数线”等软件下载量飙升。

“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软件简

介中表示， 该软件的最大亮点，

是“只需填写考生分数， 即可从

全国2474所院校中筛选出所有适

合你分数的院校， 同时你的分数

在往年高校录取的排名情况也可

跃然屏幕之上”。

据了解， 这类填报志愿软件

的数据基本采集于教育部官方网

站和各高校的网站。 相关教育专

家表示， 一些填报志愿软件的确

做得很不错， 往年的录取信息比

较全面， 高校的资料也很丰富，

在填报志愿时可以作为参考。 但

是各高校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

高考志愿填报所要考虑的因素很

多， 并不能简单通过软件得出结

论， 填报志愿还是需要根据个人

的需求和实际情况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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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在中职组计算机辅助设计

比赛的等候区， 各参赛队指导

教师把上海代表队的两位指导

教师赵丽明和刘延军团团围住，

请教起他们日常的教学实践经

验。 去年他们指导的3名选手

摘得“三金”， 此次大赛再度出

征， 他们又作了哪些准备？

刘延东致信祝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

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对于职业院校来讲， 苦心

培养的学生怎么才能好就业、

就好业， 最值得琢磨和研究。

瓜果受不受欢迎， 要问市场行

情； 学生好不好就业， 则要看

企业态度。 如此一来， “就业”

就成了校企之间一个不得不说

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

■五版 （校企对话）

就业，校企之间

不得不说的那些事

2012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

■七版 （团队风采）

“金牌教练”悉心指导

“特别选手”脱颖而出

作为中职组建设职业技能

比赛执行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理事长李竹

成对几年来相关赛项的每一次

举办如数家珍。 赛项微调的背

后究竟有何原因？ 建筑行业的

变化又给职业院校带来了哪些

影响？ 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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