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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传统中式学位服
合情合理

杜吹剑

近些年， 很多高校探索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学
位服，不断引发社会关注。今年，江苏师范大学连续
第三年举行研究生汉服毕业典礼， 因有教育部的官
员应邀出席，格外引人注意，也引发热议。

当下社会广为熟悉的学位服，一般由学位帽、流
苏、学位袍和垂布四部分组成。1994年，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审定通过并下发的 《关于推荐使用学位服的
通知》，称这种学位服“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惯
例”，并将之作为统一规范的学位服，向全国学位授
予单位推荐使用， 同时要求其他样式的学位服一律
废止。

可是，引发质疑和诟病的是，这种学位服中国元
素很少，西方特色突出，甚至说得上是基本照抄欧美
学位服。

欧美学位服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大学， 本是
基督教的教士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强势进入
中国，对中国教育制度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西式学
位服也由此传入国内。近代以来，伴随国势衰微，国
人一度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 陷入了整体性反传统
的文化迷局，在割裂和否定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
也将传统服饰作为腐朽落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
起予以否定。所幸，随着国力恢复，中华文化终于渐
进复归，这同时催生了国服复兴。其中，“汉服运动”
最为引人注目， 传统中式学位服则是其中一项重要
内容。

唐代孔颖达曾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
服章之美，谓之华”的说法。兹事体大，故而，探索中
国传统特色学位服和毕业典礼， 江苏师大等高校的
做法值得肯定和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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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寒英

李克强总理在我省考察调研时强
调，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
助力， 以奋发有为真抓实干的精神状
态促发展惠民生 。（7月5日 《湖南日
报》）

回望过去，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每
一步历史性跨越，无不镌刻着改革创新
的烙印；展望未来，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须向改革创新
要动力。身处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洪流，
如何释放改革创新的“红利”，对湖南而

言，是一道必须回答、必须答好的题目。
答好这道必答题，拷问责任担当。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时下， 好吃的肉
都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必然面临新旧矛盾的困扰、 承受这样
那样的议论、遭遇难以预测的挑战。唯
有克服个人、部门和地方利益的掣肘，
大胆涉足“盲区”、探索“特区”、突破“禁
区”，才能蹚出一条新路来。

答好这道必答题，检验能力素养。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每项
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
每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

合。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遇难的
就犯怵，一碰硬的就无策，改革创新就
会永远“在路上”。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
利益中去把握， 把小环境与大形势相
结合，统筹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
会可承受的程度，方能轻松上阵。

答好这道必答题， 需要制度护航。
任何成功的改革创新， 都是建立在许
多次试错的基础上的。 只许成功不许
失败，只是主观愿望，只会自缚手脚。建
立健全宽容地对待“失败者”、坚定地支
持改革者的制度， 让改革者无后顾之
忧， 才是大兴改革创新之风的前提和

保证。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

人行道， 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
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
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习近平总书记访
问俄罗斯时， 曾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
的这句名言。同样，改革创新事业向来
多艰， 今天的改革创新也必然会遇到
泥泞曲折， 且未来改革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湖南人自古就有“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继而承之、起而
行之，打好、打赢改革创新这场攻坚战，
终将收获丰硕的成果。

答好改革创新这道必答题 “诚信吃香、失信吃亏”是条铁律

7月2日上午， 怀化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情况通报会正在进行中， 与会者大多认
真开会，可个别与会者却心不在焉，在会场打手
机、讲小话。市委书记彭国甫将这名干部请离会
场， 并取走了这名干部的单位牌号交给相关部
门处理。

———严肃会纪，就是狠抓作风的体现。
近日网传内蒙古草原豪车扎堆，车都是“领导

的”，“他们喜欢拍马”。央视报道称，事发在6月29
日，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旗举办摄影展，车队共17

辆越野车，3辆为公车，使用者是内蒙古政协前副
主席、 政协前秘书长和西乌珠旗政协副主席等三
人。目前，当地纪委对此事正展开调查。

———转作风，也别遗忘了退休官员这一群体。
近日， 常德一名12岁的男孩骑车撞倒一位

老人致其身亡。老人的子女从长沙赶来，将老人埋
葬后离开，没追究任何责任。离别前，他们还叮嘱
孩子的母亲，说孩子已经感到很内疚了，但以后的
路还很长，不要把老人的死讯告诉孩子，就说老爷
爷去很远的地方治伤了。

———为这些用大爱宽恕他人的人，点一个赞。
点评：钟明亮

又到一年招生季。 近日，
北京青年报记者重新翻阅了
2013年“上大学网”发布的《百
所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并
就北京地区的上榜学校一一
进行核实并实地探访。 探访
发现， 其中的北京京桥大学
僵尸网站居然“复活”了。记者
致电询问后， 招生人员竟声
称交三千元， 就包拿本科毕
业证。（7月7日人民网）

此前媒体公布的警示榜
单给了公众一 定 的 预 警 作
用，可何以进入招生季，虚假
大学又死灰复燃？ 原因无外
乎三点： 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大学维权意识差， 以及学生
和家长仍相信“潜规则”存在。

面对肆无忌惮的 “野鸡
大学”和繁荣的“文凭市场”，

有关部门 真 该 出 重 拳 治 治
了。另外，要铲除虚假大学存
在的土壤， 必须从根本上消
除招生录取中的潜规则 ，实
行阳光招生。在这一过程中，
每个考生 和 家 长 也 责 无 旁

贷，如果大家一边深受“潜规
则”所害，一边想方设法谋求
“潜规则”， 这就很难纯净招
生秩序， 无疑给招生欺诈留
下了生存空间。

文/欧阳金雨 图/刘军

警惕！虚假大学又来忽悠人
■新闻漫画

■一句话评论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7月 8日

第 2014181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74 1000 374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516 160 82560

8 6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7月8日 第2014077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7400803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4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647934
2 11770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987
91724

1615101
11563022

54
3098
52660
354025

3000
200
10
5

12 15 19 220908 10

谢伟锋

中国近代， 有一位著名的
红顶商人———胡雪岩。 史书记
载， 胡雪岩在杭州胡庆余堂药
店中 ，向内挂了一块 “戒欺 ”的
牌匾。 他在跋文中写道：“余存
心济世 ， 誓不以劣品弋取厚
利 。”胡雪岩为商一生笃信 “戒
欺”和“真不二价”，终于成为晚
清富可敌国的企业家、政治家。

“戒欺”，说的就是诚信。
诚信，是商家的金字招牌，

也是公民的第二个 “身份证”，
更是社会寻求的价值公约数 。
在竞争激烈的当下， 我们谈诚
信，殊为必要。

对企业而言， 当所有竞争
者的考量因素都不相上下时 ，
诚信就是那块水桶中的 “长
板”， 它将决定能否脱颖而出。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近日就
作出规定，7月1日起，我省诚信
较好的出口企业可无纸化报
检。给诚信企业大开方便之门，
这样的规定佐证“诚信吃香、失
信吃亏”这条铁律。

诚信， 可以说是挖掘物质财
富的工具， 它还是人生的精神富

矿。前些日，长沙301路公交车司
机程文翔捡到5斤黄金物归原主
的事迹，感动了湖南；不久前，张
家界市的12岁女孩王小贤偷偷
外出打工、替父还债的报道，也不
知警醒了多少“老赖”……正是
这些诚信、敬业的价值理念，引导
我们把生命的砝码添加在价值
天平上属于精神的那一端。

诚实守信，是商品交易、人
际交往的基础。 相反， 当人不
诚、 信不守时， 不仅会乱了市
场，也会乱了人心。

这几日，沸沸扬扬的辽宁体
优生高考加分事件，在各方努力
下，正朝着真相越走越近。据报
道， 辽宁1072名加分考生中，有
270名考生提出放弃加分资格；而
体优生最集中的本溪高中的87
人，有66人放弃加分。其他802名
加分考生，也正在接受“网晒”。

事情解决虽渐至尾声 ，但
对当地来讲， 往后高校毕业生
的求职、应聘，以及教风、民风、
政府的形象都可能会受到极大
的影响。个中损失，不可估量。

失去信任易，建立信任难。
所以，让“诚信吃香、失信吃亏”
成为铁律，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