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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聚焦 21 3

评热点时事，论人生百

态。《杂谈》与您每周相约，

聚焦当周热点事件，呈现同

一事件下那些见思想、见风

采、见个性的精彩观点。

同时，每周还将在本报

新浪官方微博（@三亚日报）

发布当周聚焦事件，征集读

者观点。如果您关心时事、

如果您有独特的见解，请加

入我们，让思想在这里碰撞，

让智慧在这里交融。
版主：吴采净
投稿邮箱：963880825@qq.com

一周热语

■ 本期话题

一事一议

背后利益是频繁更名的动力

不必去批评所有的高校更名举
动，但应该看到部分高校执著改名的
功利化取向。关于这一点，专家们其
实已经说得很清楚，部分高校之所以
热衷于更名的游戏，甚至乐此不疲，
不达目的不罢休，缘由不过是两点。
一则是，于当下的大学行政化管理体
系中，大学名称的“升级”与变化，很
可能意味着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甚
至连高校领导的行政级别也将递增；
二则是，看起来响亮的高校名称，更
有利于高校的招生与宣传。它们共
同构成高校执著更名的动力。

（王聃 评论员）

高校“更名潮”因何而起？

近日，位于四川泸州的四川医科大学，刚刚挂上了“西南医科大学”的招牌。从地理上
看，西南大于四川，该校的这一次改名自然是让自己上了一个档次。但令人唏嘘的是，这
并不是这所大学近期以来第一次改名，就在半年多前，它才刚刚从泸州医学院更名为四川
医科大学。从泸州到四川，再到西南，从学院到大学，不到一年时间，这所大学的“江湖地
位”似乎一连翻了好几个跟头。

更名仅仅是“面子工程”

更 名“ 西 南 医 科 大 学 ”不 过 是

“换汤不换药”的“面子工程”而已。

大学，重要的不是名称响亮，而是其

办学精神是否独特、深邃。人不能

缺少精神，大学亦是。大学精神是

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

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大

学的精神，但所有的大学精神都有

着共同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具有创

造 精 神 、批 判 精 神 和 社 会 关 怀 精

神。这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证

自身地位的根本生命力。（孔晓红
时评作者）

打造“一流大学”
不能靠更名

如同新闻中泸州医学院的一名

员工所说，泸州医学院发展不易，需

要关注。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到

底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关注地方院校

的发展？具体到一个大学，又需要

经过多少次改名，才能成为一流大

学？单独的高校更名举动，如果不

辅之以高校办学质量的同步提升，

那么附加于更名行动之上的诸多期

待，可能都难以兑现。毕竟说到底，

一所大学真正知名度的提升，以及

办学质量的广泛认可，只能来自于

学生、家长与社会的长期点滴认知，

而非其他因素。（王品 评论员）

高校不该把精力
放在更名上

近年来，高校改名的事情屡有

发生。有的高校在名称前加上“中

国”，有的去掉“工业”、“农业”、“纺

织”等字眼，有的把将“地市名”改为

“省名”。总之，就是要让自己高校

的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从而让人

“不明觉厉”，虽不能说是“挂羊头

卖狗肉”，但或多或少让人觉得是

“拉虎皮做大旗”。 对一所高校的

评价并不是看它的校名是否显赫、

有气派，而是看它能否出大师、出成

果、出思想。高校应该把精力放在

治学讲研，塑造校园文化，提高师资

力量，加强自身建设上，而不是在更

名上。（闫琼 评论员）

近些年来，改校名一直是国内不少高校十分热衷的事。公开资料显示，2015 年全

国至少有 18 所高校申请改名，大多从学院更名为大学。而相关数据显示，过去 5 年国

内有 257 所高校更名。如此多的大学更名，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办学规模的扩大与办学

方向的转型，进而导致院校名称的必须更改？又有多少，如同泸州医学院一般，是穷尽

力量，只为将名称改得“高大上”？

改名不是目的
发展才是根本

隐藏在国内高校改名背后的
“潜规则”昭示着一些高校对功
利的蠢蠢欲动——一方面，高校
名称的“升级”，很可能意味着获
得更多的教育资源，甚至连高校
领导的行政级别也将获得升迁；
另一方面，“高大上”的校名，更
有利于高校的招生与宣传。以
功利为导向，高校的人文精神还
剩下些什么呢？所以说，改名不
是目的，发展才是根本。

（君然 时评作者）

大学频繁更名
根在行政主导

大学频繁更名，根在行政主导，
很多时候政府部门是按不同的校名
级别来对待高校的——大学比学院
高人一等，学院又比学校高人一等。
更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政府部门
对学校办学的认可。重视学校办学
内涵、品牌的大学，是不会随意更改
校名的，就如麻省理工学院，建校 150
年来，校名从未更改。而之所以麻省
理工不用改校名，是因为美国没有那
么多政府教育工程和计划，也不会根
据校名来论学校高低。

（熊丙奇 评论员）

网络“造谣者”

1 月 17 日，一则《江苏女教师监考中去世，中学

生平静做题——冷血无知的考试机器何以造就？》

的消息被“造谣者”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并引发讨

论。该文称，这群初中生在目睹自己老师最后挣扎

呻吟时，仍平静地做完题，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事实是，学生第一时间发现了老师生病，并通知了

隔壁班的老师。该校校长为此呼吁，不应武断地给

学生扣上漠视生命的帽子。

剧情反转不代表思考落幕

一则未经核实的消息在网上得以迅速转发，而

且是以指责教育缺位为由。这折射出当前网络时

代，似是而非的新闻评论甚嚣尘上，未经核实的内

容竟可成为触动社会敏感神经的“热文”的尴尬现

状。此外，近年来越来越频发的年轻教师猝死事件

又折射出怎样的工作现状……如此种种，恰恰说

明，剧情反转，并不代表思考的落幕。

广州“放生者”

1 月 17 日上午，在广州有人雇用一辆小货

车悄悄开进其村里，准备放生一些动物。据了

解，车内除了果狸、斑鸠、黄鳝等，让人震惊的

是还有近百只老鼠用于放生。目前，梯面派出

所已将车扣留，随后相关防疫部门对动物进行

了处理。

放生老鼠，别拿作孽当积德

如何才能杜绝这类现象再次发生？一是

要广泛普及放生知识。要让放生者明白，不是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生。如果不加甄别和选

择的去放生有害物种，给人类带来危害，那不

但不是行善积德，反而变成了作孽。二是要通

过立法规范放生，明确界定哪些物种可以放

生，哪些物种要谨慎放生，哪些物种绝对不能

放生。唯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杜绝乱放生，让

放生走出一条科学、健康、生态之路。

武汉“某大宝”

近日，一则《初二男生强制妈妈做人流称不手

术就不参加中考》的新闻在舆论场引发热议。武汉

36 岁的刘女士独生子已读初二，二孩放开后她也想

生，却遭到儿子的强烈反对，并以不参加中考作威

胁。上周六，刘女士担心影响儿子的情绪和学习，

只有忍痛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迫母流产背后是怎样的家庭教养

看到类似“父母准备生二孩，老大以死相逼”的

新闻，很能理解那些父母的痛苦，却无法对他们产

生同情。一个懂得教育的父母，孩子身上很少会有

极端到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品性，现实中很多“熊

孩子”的问题其实都是父母的问题。这事也警醒了

父 母 在 培 育 孩 子 品 性 方 面 到 底 该 付 出 怎 样 的 努

力。一定程度上说，孩子的“二孩观”体现出父母的

教养水平，也体现着一个家庭教育水平的高低。

“他成绩不好，以后我考上大学
他考不上，我们俩也是没有未来的”

——安徽成绩优秀的 13 岁女孩
吞 100 片安眠药自杀后获救，称男友
成绩差要退学令她伤心。

“当时收费设备发生故障，没有
联网，将车辆到达时间弄错”

——桂林车主停车 40 分钟被收
22.4 万元。经投诉，物业公司称错记
成停车 4 年。

“幸好外孙个性更像我，能干好
强，我相信今后他能撑起这个家”

——重庆年薪 25 万的妻子将工
资交母亲，年薪 5 万的丈夫欲离婚。
老母称要培养 9 岁外孙掌管家产。

“我们对孩子感到愧疚”
——福建年轻母亲沉迷吸毒，其

一岁多幼儿饿到吃纸。

“春节我想陪陪她，可以吗？是
我骗了她才会这样，我希望陪她走完
这段最困难的日子”

——重庆男子向妻子“请假”陪
小三过年。曾谎称离异，令小三怀孕
引产。

“死也要为女儿讨回公道，我们
已经走投无路了”

——福建贫困家庭 15 岁少女先
后被同村 6 个老汉诱奸，现已怀孕 8
个月。其瘫痪的养父誓言讨公道。

“那是不是也可以要求他岳母给
开个她妈是她妈的证明？”

——福建准岳母要求准女婿提
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后才嫁女，网友议
论纷纷。

“像刘女士这样因为老大不同意
而放弃二胎的不在少数”

——武汉初二男生强制妈妈做
人流，称不手术就不参加中考，妈妈
只好听从。医生称做了不少此类人
流手术。

“我是直到在派出所才得知他仅
有15岁”

——成都 15 岁少年讨厌自己的
性别，瞒着父母做变性手术。实习医
生被捕。

“‘80 后’独生子女喜欢由着自
己性子来”

——西安年轻夫妻婚后一年半
离婚 6 次复婚 6 次，婚姻登记部门干
部称“80 后”离婚率最高。

“我乘着公交车上了高架，到达
自家门口只花了约半个小时。其间，
跟司机有说有笑的，还真是个愉快的
体验”

——上海女子打“专车”，竟是公
交车来接驾。原来是公交司机下班
顺路接私活。

“他们抢劫的对象就是颜值高，
开好车的美女”

——男子冒充军官在成都闹市
区电击一女子强行铐走，警察抓获两
名歹徒。

“我们准备到派出所报案，你什
么时候过来投案自首”

——蚌埠男子出租房内杀害女
友后潜逃，其子劝其自首，否则报警。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