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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

大学校训被称为一所大学的!精

气神"育人纲#$有媒体统计发现$我

国
343

所高校的校训只用到了
#4"

个

汉字$其中!学#和!德#两字出现频率

最高$均在
544

次左右% 重复出现的

字$其组合也非常雷同 $如
246

所高

校使用了 !博学#$

!+#

所使用了 !厚

德#$

!!2

所使用了!笃行#%

大学校训撞脸$让不少网友愤愤

不平$纷纷吐槽% 千校一面$审美疲

劳$ 连最该具有创新精神的高校$也

面目模糊$ 缺乏令人眼前一亮的校

训$确实令人失望%

不过$校训撞脸$何必翻脸$没有

必要太斤斤计较% 既然是高校$就承

载着教书育人之重任$学"德出现率

最高$何奇之有& 你可以!博学#$我为

何不能!博学#& 你可以!厚德#$我当

然也可以!厚德#% 博学"厚德"笃行$

乃至于求实"创新$并非某一个高校

的专利$好词就那么多$承担共同使

命的高校$ 所用校训必有交集之处$

这很正常% 不妨举一个不甚恰当的例

子$不少综合性大学$所涉及学科也

多有雷同之处$ 比如中文" 新闻"法

学% 不能因为北大"清华设置了这些

专业$ 其他高校就不能设置这些专

业%

校训撞脸$有诸多客观原因% 比

如$特定的历史背景% 不少高校不约

而同把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当作校

训$据统计$使用这几个词作为校训

的大学超过
#4

所% 这些词语很有年

代感$稍微体会$就可回忆到那个特

殊的年代$其背景就是$!文革#结束$

拨乱反正$ 不少高校深切感受到求

实"创新之重要%

再比如我国高校多为公立$大家

都是体制内混口饭吃的 $ 个性不足

也很正常% 而西方一些高校不少是

私立学校$办学较为自由$无论采取

什么样的校训$自己说了算 $因此它

们的校训较为灵动 $ 很有个性 % 比

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 !自由

之风永远吹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的校训是 !让这里光芒闪耀 #$哥

伦比亚大学的校训是 !从你的智慧

之光我们看到光明#% 如今 $我们的

一些民办高校也渐趋个性化 % 北京

吉利学院的校训是!走进校园 $是为

了更好地走向社会#$沈阳城市学院

的校训是 !我行 $我能 #''看起来

也很有个性% 因为是民办$它们受到

的束缚较小 $ 施展的舞台也较为广

阔% 一些看起来很另类的校训也有

面世的机会%

而反观那些著名的公立高校$它

们绝不缺少才华$ 更不缺少底蕴$而

是缺乏!我行$我能#的自信和霸气$

只能循规蹈矩$ 不敢越雷池半步$即

便它们拿出了一些较有个性的校训$

恐怕也难以获得批准$于是 $只能选

择高大上的校训了%

校训如何才能摇曳多姿$个性鲜

明& 寄希望于高校敢闯敢试$未免天

真% 如果给高校真正松松绑$如果让

高校有更充分的办学自由权$如果彻

底破除过度行政化的现象$如果大力

推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高校校训

还会千篇一律吗&

当然$ 也不必夸大校训的意义%

校训与校风不是一回事$与学校实力

更不是一回事% 北京大学至今没有明

确的校训$不是照样很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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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接到一段新闻线人传来的视

频$ 视频显示交警在查处车辆单双号限行执

法过程中使用巡逻车喇叭与围观群众对骂$

双方情绪激动$语言粗俗% 经记者核实$视频

中巡逻警车车牌号隶属于哈尔滨市交警支

队%

一般来讲$穿上警服执法$警察的言行就

代表一种公权力$ 巡逻车喇叭是警用器械之

一$功能是协助交警更好地执法$而不是用来

和群众吵架% 警察执法过程中$难免会被执法

群众不理解$这时应以平等的态度解释$若对

方控制不住情绪$警察也应该克制% 当然$警

察也是人$有时也会克制不住$但断不能将粗

俗的恶语在扩音喇叭里传播%

警用喇叭变骂街利器$气场强大$估计对

方嗓门再大也盖不过喇叭的分贝$本轮吵架$

警察胜( 但个别警察赢在当下$却严重损害了

民警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警用喇叭吵架

养宠物不只是您的私事

!

丽鹂

电梯打开$ 夺门而出的宠物犬让人胆战

心惊)走到自家车前$发现轮胎又被谁家的狗

做了!记号#)半夜睡得正酣$却被楼上一阵狗

叫惊醒美梦)在小区散步$总是不得不与邻家

的宠物犬同行$它们时不时对你大叫几声$真

是躲之不及''类似小区宠物带来的困扰$

在生活中并不鲜见%

宠物是人类的伙伴% 不少宠物犬" 宠物

猫$性格温顺"善解人意$在家里饲养宠物$能

增进人与动物的关系$ 给生活增添乐趣% 然

而$任何宠物的饲养$都应该以不干扰别人为

前提% 如果任由宠物随意排泄"满院溜达$甚

至带着宠物!自由#地上下电梯"进出楼道$用

这样的方式饲养宠物$ 就很可能会给大家的

生活造成干扰$甚至会出现宠物咬人"伤人等

严重后果% 所以说$养宠物从来不是一件家庭

私事$而是涉及到公共利益$需要有管理有规

范$避免出乱子%

养好宠物$也离不开居民的自觉%

目前$ 我国并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完善的

宠物饲养法律法规$ 宠物对他人造成危害的

相关法律规定散落在 *民法通则+*治安管理

处罚法+等法律中% 各地依据城市管理需要$

制订了地方有关宠物饲养的管理办法$ 这些

不同地方的管理办法$有的宽松$有的很严%

比如*哈尔滨市养犬管理条例+明确禁止饲养

大型犬$一些居民认为其矫枉过正%

那么$ 现实中到底该如何让宠物饲养者

养好宠物"管好宠物$减少宠物饲养带来的诸

多问题呢&

美国是全世界养狗最多的国家$ 美国对

狗的法律规定多而细$而且每个州"镇都会在

宪法关于狗的法律规定基础上制订相应的管

理条例% 美国法律规定$

+

个月龄以上的狗都

要登记注册% 美国人在生活中如果遭受狗的

打扰$只要拨个电话$几分钟内养狗管理办的

工作人员就会来解决问题% 在日本$有专门培

训饲养宠物的培训班$ 一些日本家庭在决定

养狗之前$ 会参加培训班学习养狗时要注意

的礼仪% 比如$遛狗时要随身带上清洁工具和

垃圾袋$狗大便后主人要随时打扫$并且$装

入垃圾袋的狗大便不可以随意扔在公园的垃

圾桶$而是必须带回家处理%

饲养宠物不仅是饲养者家庭内部的事$

也体现着宠物主人的个人素质和自觉% 随着

生活水平提高和家庭结构变化$ 饲养宠物的

人越来越多% 希望文明饲养"科学饲养成为宠

物主人的自觉行动% 也就是说$如果您决定养

宠物$就请您!负责#它的一生$不随意弃养)

认真!管教#它的生活$不让它干扰别人的生

活%

删游戏令
别让结果正义替代程序正义

!

敏飞

学生必须删除个人电脑上的游

戏$如果不删$一旦被院方发现$将会

没收电脑''陕西长安大学公路学

院近日发布!严管网游#的通知引发

争议%

对于大学生玩游戏$一些共识早

已达成$ 那就是玩游戏是一把双刃

剑% 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有利于学生

锻炼逻辑思维$提高团队意识等% 从

坏的方面来说$一些学生若过度沉湎

于网络游戏$ 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必

然会影响他的生活与学业% 在生活

上$沉湎于网游显然不利于学生们的

身心健康$ 甚至有人还猝死在网吧)

在学业上$ 一些学生大学上了四年$

结果却连毕业证"学位证都拿不到%

在这样的境况下$对学生玩网游

进行约束与规范$ 显然在情理之中%

毕竟$哪怕大学生已经成年$有作出

自己选择的权利$但只要其还在学校

上学$学校就有督促和引导其!向上#

的义务% 对于一些沉湎于网游而完全

无视学业的学生$学校进行一定的干

预$是职责所在% 不过$这种干预不能

!一刀切#$更不能伤及无辜%

不得不承认$长安大学公路学院

意图规范学生玩网游的想法是对的$

这也是所谓的结果正义% 但是$结果

正义不能替代一切% 对于长安大学公

路学院的删游戏令,,,不删游戏将没

收电脑$这样的管理方式$的确有些简

单粗暴% 一$这没有征求学生的意见$

缺乏民意基础)二$这没有尊重学生适

度玩游戏的权利$简单的一刀切是一

种懒政的体现)三$学生电脑上的东

西$属于!私域#$学校不能打着正义的

旗帜干着侵害学生隐私的事情%

更何况$倘若!不删游戏将没收电

脑#的规定能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学校

似乎还可以有更多作为-如学生在手

机"

7809

上也可以玩游戏$那么学校

是不是也要出台规定$手机"

7809

不

删除游戏就没收&再如每天在新闻中$

都会出现车祸等事故$那为了学生的

安全$是否也要禁止学生出校门& 再

如复旦投毒事件"云大马加爵事件的

发生$是不是要给每一位学生配备独

立的单间$因为!舍友有风险#啊''

因而$对于长安大学的删游戏令$

不能让结果正义替代程序正义$相关

方面不能打着正义的旗帜胡作非为%

这对其他高校而言$也是一种警示$即

在现代教育管理中$学校不能再采用

简单粗暴的懒政方式$而应多寻找科

学的解决办法% 不然$即便是出于好

心$也会办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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