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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要解放孩子的头脑、 双手、 脚、
空间、 时间， 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
活， 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
——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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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天赋仅给予一些种子， 而不是既
成的知识和德行。 这些种子需要发展，
而发展是必须借助于教育和教
养才能达到的。
——
—凯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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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努力

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
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记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杨帆
——
■ 本报记者

度人物”， 杨帆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的接见。
2008年之前的生活， 杨帆
用“顺风顺水” 来形容。 这个漂
亮聪颖的女孩， 精通古筝等多种
民族乐器， 作为北大民乐团的成
员， 曾为外国元首演奏古筝。 从
北大保送到清华航天航空学院读
研后， 她先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论文10篇。 这个成绩不但超过
了学校对硕士生发表文章的要
求， 也远远超过了对博士生的要
求。 2008年， 毕业前夕， 她获
得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全额奖
学金。 美好的生活向杨帆敞开了
怀抱。
然而， 这个时候， 杨帆开始
持续头痛， 她没当回事。 在尝试
了睡觉、 听音乐等多种方式无法
缓解头痛后， 杨帆决定去校医院
看看。 杨帆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
得了脑肿瘤的人， 随后是长达7

张春铭

她的座右铭是“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她乐观面对脑肿瘤，
她坚持科学研究和古筝演奏，她
热情上进。 她说：“人的生命不在
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绚丽多彩，对
社会有所贡献。” 她是杨帆， 清
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
这几天， 北京的温度已经达
到30度， 但杨帆还是在横条的T
恤外， 加了一件橘黄色的薄外
套。 她的身体， 还在慢慢地恢复
中。

面对死亡， 永远微笑
活着， 是杨帆最重 要 的 事
情， 而这本身就是奇迹。
5年前， 杨帆被诊断为恶性
脑肿瘤， 当时医生判断， 也许杨
帆的生命只剩下一两年。 5年
后， 作为“2012中国大学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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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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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的开颅手术。 手术后， 主刀
大夫告知杨帆， 这类病如果控制不
好， 手术后的平均寿命在两年左
右。
死亡， 一个大多数人避之唯恐
不及的话题， 真实地出现在正值青
春年少的杨帆面前。 当初， 杨帆看
到病友“一个一个都走了， 再也没
回来”， 眼里含着泪， 却没有流下
来， 脸上依然笑着。 这么年轻， 就
要承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对一个
20多岁的女孩来说， 多么不容易！
5年后的今天， 杨帆笑着告诉
关心她的人， 开颅手术“睡一觉就
好了”， 很少提及手术后头都不能
低、 出院后只能被爸爸背上楼、 身
子弱到每天睡醒一身虚汗的日子。
其实， 放化疗同时治疗的痛
苦， 是常人很难想象的。 “每当吃
完化疗药， 我都会极度恶心难受，
为了不呕吐出药， 不影响治疗， 我
在服药后的一个小时里不停地练
琴， 分散注意力。” 杨帆说。
杨帆并不避讳死亡的话题。 她
很赞同电影 《阿甘正传》 里阿甘的
母亲说的一句话： “死亡是生命的
一部分， 也是我们注定要做的事

情。” 对杨帆而言， 虽然她“最想
知道的， 是自己还能活多久”，
但是她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
“有限的生命不能浪费”。

拥抱科研， 坚
强执着
“硬朗”， 导师殷雅
俊把这个极富力量的
词， 送给了学生杨帆。
殷雅俊是杨帆的硕
士和博士阶段的导师。
杨帆的坚强执着， 让殷雅
俊十分赞赏， 他 形 容 杨 帆
“孜孜不倦地追求科研上的进
步”。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然
而， 科学探索能够达到的境界是无
限的， 在科学探索中， 人类的心智
能够达到的高度是无限的。” 殷雅
俊鼓励杨帆的话， 已经融入了杨帆
的血脉。
杨帆的梦想是做一名学者。 她
曾说， “就是为了做一个学者才来
清华的”， 她的生命也和学术联系
到了一起。 甚至， 她最遗憾的， 不
是自己生命的长短， 而是自己未能
去美国留学， 学更多的前沿知识。

出院后不久， 杨帆每周都到校与殷
雅俊讨论课题， 每个星期找导师讨
论两次， 除了春节从不间断。 这个
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读博第一年， 课程很多， 压力
也很大， 杨帆从不希望因为自己的
病， 而受到优待。 “这样对别人不
公平， 况且也还在我的智商范围之
内。” 杨帆俏皮地说。
（下转第十一版）

支教夫妻： 让山乡孩子拥有彩色的梦
在群山环绕的甘肃省宕昌县新
城子藏族乡拉界村， 一间小小的宿
舍里挤满了附近学校的孩子。 放学
后的他们围着年近60岁的张锦红，
全神贯注地听张老师讲故事。
张锦红是2012年跟随丈夫刘
伟民来到拉界村的。 刘伟民作为国
电甘肃电力有限公司“联村联户”
行动的驻点干部， 一直在宕昌县的
贫困山村间奔波。 夫妻俩看到这里
的孩子生活学习艰苦， 毅然决定放
弃城里的优越生活条件， 到拉界村
义务支教。
当过中学语文教师的张锦红发
现当地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差，便

从自家藏书中精心挑选了300多本
适宜小学生阅读的图书带到这里。
为了丰富农村孩子的视野， 激发他
们的阅读兴趣， 他们决定在下午的
自习课上开设这里的孩子从没有接
触过的“阅读欣赏”课。 夫妻俩不但
给孩子们讲故事，还辅导汉语拼音，
教电脑，教英语，一起做游戏。
慢慢地， 娃娃们不但比以前爱
学习、爱读书了，他们心中更萌发了
多彩的梦想。有的想当数学家，有的
希望成为音乐家。虽然身处大山，但
孩子们的内心正一点点摆脱封闭。
“能帮助这些孩子打开知识的
大门，我觉得特别值得！”刘伟民说。

本报北京5月27日讯 （记者 焦新） 记者今天从教育
部获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五四重要讲话精神，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新形
势下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促进青年教师全面发展，中央
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近日联合印发《关于
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就加
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 青年教师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 各地各高校党组织要
高度重视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
和改进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 切实把青年教师
思想政治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促进广大青年教师坚
定理想信念、 练就过硬本领、 勇于创新创造、 矢志艰苦奋
斗、 锤炼高尚品格， 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意见强调， 要强化政治理论学习、 开展形势政策教
育、 丰富政治理论学习方式， 切实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想
教育引导。 推进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强化职业理想和
职业道德教育， 激发青年教师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 严守
教育教学纪律和学术规范。 （下转第十一版）
相关报道见二版

教育部部署2013年招生考试执法监察工作

对违规降分录取的
“点招”行为一律立案查处
本报北京5月27日讯 （记者 宗河） 记者今天从教育
部获悉，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下发 《关于做好2013年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 要求教育纪检监察
部门与教育招生考试部门紧密合作， 依法治招、 从严治
考， 切实做好2013年招生考试执法监察工作， 实现平安
高考、 有序高考、 公平高考、 阳光高考。
为实现平安高考， 通知要求积极开展安全保密执法检
查。 加强对2013年高考安全工作方案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 确保考试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 按照 《秘密法》 的
相关要求， 加强对考试安全保密制度建设和相关措施落实
情况、 硬件建设情况、 考务人员队伍建设和关键环节组织
管理及操作规范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在阅卷过程中， 加
强对数据信息的监管。
为确保有序高考， 通知要求着力加强考风考纪执法监
察。 严格执行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进一步健
全巡考制度， 加强对考风考纪及监考人员履职尽责情况和
考务工作规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督促教育行政部门和
考试管理部门对作弊考生及失职渎职工作人员进行严肃处
理。
（下转第十一版）

打通创新人才培养绿色通道
中国教育报主办第四届著名大学中学校长峰会

上图： 5月26日， 刘伟民和张锦
红带着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 的游
戏。
左图： 5月26日， 张锦红带着孩
子们在地上学写汉语拼音。
右图： 5月26日， 刘伟民在教孩
子们电脑知识。
新华社记者 张锰 摄

对未成年人惩戒切莫过了头
评论
■ 姜朝晖
日前， 微博爆出埃及名胜
卢克索神庙的石壁上出现了
“丁锦昊到此一游” 的不雅字
样， 媒体热议纷纷。 还有网友
发现孩子曾就读的小学校园网
被“黑” 了， 打开网页最先显
示的竟是“丁锦昊到此一游”。
笔者以为， “到此一游” 的做
法固然应该批评， 但是这种
“人肉” 和“黑手” 的极端做
法更应受到谴责。
不可否认， 在国外著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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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涂鸦的做法， 不仅破坏了人类
共同的珍贵文物， 而且也影响了
我国声誉， 理应对丁锦昊及其监
护人提出批评， 并让更多人以此
为戒。 但是， 我们在惩戒和批评
丁锦昊的同时， 也应该考虑孩子
的年龄阶段和心理承受能力。 况
且， 在旅游景点上留言标榜“到
此一游”， 国外游客类似的做法
也屡见不鲜， 为何不见媒体穷追
猛打？
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 笔者
以为， 应主要以呵护帮助为主，
惩戒也应坚持适度原则， 以长远
的角度和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孩子
的过失。 前段时间热议的“校长
开房案”， 有媒体认为女学生本
身行为不端， 生活方式失范，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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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酒吧、 “认干爹” 等问题， 应
对事件负责任， 还有媒体不断追问
受害学生相关细节。 这样的做法，
忽视了孩子作为未成年人这一本质
特征。 对未成年人， 教育者一定要
考虑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 既要坚
持一定的教育， 同时又要加强适当
的引导。 那种把所有责任都强加于
未成年人身上， 甚至为肇事者开脱
责任的做法显然偏颇。
事实上， 在“神庙涂鸦” 事件
中， 如果说最该负责任的， 首先应
是孩子的家长和导游。 这一事件反
映了孩子家庭教育的缺失， 同时家
长和导游也未能对孩子的不当行为
进行必要的制止。 当然， 这也不完
全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在我国各大
景点， 随处可见“某某到此一游”

的字样， 这样一种不良社会风气也
诱使孩子产生了不当的动机和行
为。 家庭教育需要反省， 家长们需
要做好榜样， 从小给孩子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社会风气更要
正本清源， 不仅我们需要维护国际
形象， 抵制负面影响， 也需营造良
好的国内旅游文化生态。 这些需要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甚至社会教育
共同去完成。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孩子
曾就读的校园网站被“黑”， 这无
疑是一种典型偏执过激的做法。 幕
后操作者以“正义” 自居， 用在学
校和孩子身上显然不妥。 适度惩戒
孩子的不当行为固然必要， 但对于
这起事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和各种
极端的做法， 是不是也应该引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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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反思？ 日常生活中， 可以对
许多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保持缄
默， 却对一未成年学生的过失错
误穷追不舍； 可以对国内很多不
法行为熟视无睹， 对国外发生的
一些小问题就无限放大。 这种做
法其实并不可取。 笔者以为， 我
们不应该是冷漠的“沉默者”、
热闹的“围观者” 或是道德的
“审判者”， 尤其对待未成年人，
应该多份理性， 多份宽容。
教育惩戒的最终 目 的 ， 是
让未成年人知道对错， 明晓是
非， 改正缺点； 而不是对孩子棒
杀到底， 使其永远背上道德的惩
戒， 这和教育本身的初衷背道
而驰， 我们不主张也不提倡这
样的惩戒。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zhongguojiaoyubao

本报北京5月27日讯 （记者 唐景莉） 大学牵手中
学， 推出怎样的改革举措？ 高校自主招生， 折射怎样的改
革精神？ 由中国教育报主办、北京工业大学承办、北京交通
大学协办的第四届著名大学中学校长峰会今天在京召开，
数十位大学与中学校长深度对话， 讨论高等教育与高中教
育的衔接，探讨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与会代表认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高中教
育从终结性教育到预备性教育的转型， 以及由此带来的大
学与高中教育关系的变化， 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
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特别是随着高中生与大学生之间的交
集越来越大， 大学与高中的关系已逐步从过去的“选拔模
式”转变为一种“共生模式”，两者之间也正在形成一种相互
约束、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加强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的衔
接，不仅需要大学的主动与自觉，更需要体制上的改革与创
新，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与政策引导。
如何打通中学培养创新人才的输送关节？ 与会代表建
议， 以输送中学创新人才为坐标， 对现行的高校自主招生
制度进行量身定制式的改革， 让自主招生变为创新人才的
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 实现创新人才培养上的中学大学一
条龙， 为中学创新人才的输送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在本届峰会上，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
大学、 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东南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负责人踊跃参与议题讨
论，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大附中、 清华大学附
中、 复旦大学附中等中学负责人也积极参与对话。
由中国教育报发起并举办的著名大学中学校长峰会，
旨在搭建一个大学和中学共同探讨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
平台， 从2007年起， 先后在柳州高中、 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举行峰会。

■今日看点
冷牛奶何日变成热饭菜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如何运行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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