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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华

“伟大的中国， 该有多么美”
“书声琅，琴声畅，莫负大好春光”……
今年3月以来 ，一场名为 “青春 ，为
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2000多所高校唱响。6月，“青春，为
祖国歌唱 ”网络拉歌活动历经 “青
春篇”“传承篇”，进入第三阶段“奋
进篇”。近日，央视《新闻联播》特别
报道了这场拉歌活动。

这是一堂爱国主义教育的“实
践课”。对祖国的热爱，源自一个人
的自然情感 ， 但也需要培育和滋
养。现实中 ，一些人对 “爱国 ”二字

麻木不仁，认为倡导爱国主义是刻
板 、迂腐 ，甚至对他人的爱国情愫
不以为意、嗤之以鼻。这些，既缺乏
尊重与敬畏 ， 也映照着教育的不
足 。正因此 ，怎样有效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操，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
的现实课题。两个多月来，从“白河
之津 ”到 “黄河之滨 ”，从 “黄浦江
畔 ”到 “湘江北上 ”，拉歌活动覆盖
了全国30个省（区、市）的2000余所
高校 ， 拉歌视频总播放量近40亿
次。这是万千师生唱给祖国最美的
赞歌， 也是学生们涵养爱国之心、
激活自信源泉的“实践课”。

这是一堂激发青年家国情怀

的 “创新课 ”。在歌曲选择上 ，各高
校各自选择传唱度高 、 充满正能
量 、代表学校精神的歌曲 ；在表现
形式上， 各高校采用吉他弹唱、对
唱 、虚拟合唱团等不同形式 ；在后
续传播上，高校又创造性地运用航
拍 、延时等各种技术 ，推出各种短
视频作品 。除了深情演唱 ，学生们
还创新演绎戏曲、 朗诵、 舞蹈、独
白、快板、手语、情景话剧等多种表
现方式 。可以说 ，这场活动也是一
次表达青年爱国情怀的“创新课”。

这是一堂引导青年与祖国共
奋进的 “公开课 ”。校园内 ，中南大
学学子用一首《天耀中华》，唱出了

一代代中南人 “工业报国 ”的豪情
壮志；长沙理工大学师生与校友齐
聚，同声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 》，场
面震撼 ；湖南文理学院选唱 《不忘
初心 》， 心思巧妙地融入常德丝
弦 、常德高腔 。校园外 ，拉歌活动
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 “跟着唱 ，唱
哭了 ”“爱国是一件很时尚的事 ”
“用青春点燃爱国之情 ，用行动践
行爱国之志 ” ……网友们掀起了
一场表达母校情 、爱国情 、报国志
的热潮 。拉歌活动 ，成为一场诠释
责任 、勇于担当的青春 “公开课 ”，
又是一场牢记使命 、 砥砺前行的
奋进“公开课”。

宁静 冯海宁

伴随贸易霸凌主义对我国高科技
企业的频频极限施压，“数学”作为“关
键词”已多次出现在舆论场上。任正非、
马云、 马化腾等企业家在各种场合表
示，我们需要加强基础数学研究，让更
多年轻人愿意坐“冷板凳”，照亮创新型
企业的“无人区”之路。财经作家吴晓波
最近也专门谈到一个“冷门”专业———
基础数学。

数学是自然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
5G通信 、人工智能 、大数据 、芯片等
科技竞争都离不开基础数学的突破
和支持 。正如任正非所说 ，华为在通
信领域能够处在世界的领先水平 ，主
要得益于其长期在数学人才上的投
入 。与此同时 ，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
在科学技术上存在差距 ，很大程度上
也是基础研究特别是基础数学存在
“短板 ”。

世界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而数
学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学科之一。我国数
学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出现不匹配的
原因很多，一是数学本身比较难，很多
人望而生畏“不愿学”。二是基础数学研
究回报比较慢，一些人“不想学”。三是

目前的评价、激励机制不尽合理，一定
程度上让人“不能静心学”。湘籍院士袁
亚湘认为 ， 做基础研究要 “安 ”“专 ”
“迷”，但现在的考核评估频繁地要求科
研人员填表汇报近期写了几篇文章、出
了什么成果、有什么突破，这让他们无
法长久专注地去深入研究重大而困难
的课题。

破解这些问题， 需要辨证施治、对
症下药。首先，强化全民对数学教育的
重视， 增强数学顶尖人才缺乏的危机
感和紧迫感。其次，贯彻落实国务院出
台的 《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
若干意见》， 将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
设高水平研究基地、 壮大基础研究人
才队伍、 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和
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环境5个方面
20条举措，从纸上文字变为现实实践。
再次，对优秀人才采取特殊培养方式。
这方面湘潭大学数学类韶峰班精英教
学取得了较好成绩，最近该校有2名学
生获得世界杰出华人数学学子大奖，并
已保送北京大学直博。再次，引导企业
和社会力量参与基础数学人才的培养。
企业当有长远眼光，与教育部门、科研
机构深度合作，培养优秀的基础数学研
究人员。

周泽中

播出了近一个月的 《破冰行
动》近日迎来大结局。虽然后半段
剧情略有突兀， 使该剧在豆瓣上
的评分骤降至7.2分，但这并不妨
碍这部剧屡登热搜。

自《人民的名义》热播后 ，还
没有哪部正剧引发如此大的反
响。这部号称史上最震撼的缉毒
题材电视剧 ，依托吴刚 、任达华
等实力派演员，以真实案件为背
景 ，采用大尺度 、大场面的摄制
手法 ，将人性中贪婪 、疯狂的一
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下的电视
剧行业正处发展拐点，几个流量
明星就可裹挟热度的时代已不
复存在， 观众更加看中烧脑型、
快节奏的剧情。主旋律电视剧如
何在变革的大潮中避免沉疴宿
疾 ？《破冰行动》使我们看到了更
多的可能性。

《破冰行动》讲述了两代缉毒
警察不畏牺牲， 拼死撕开当地毒
贩织起的错综复杂的地下毒网，
冲破重重迷局，为“雷霆扫毒”专
项行动奉献热血与生命的故事，
让观众直面一线缉毒警察的血色
人生。马克思说，人类对于资本索
取的克制程度往往取决于利润，

如果有20%的利润，便蠢蠢欲动；
有50%的利润，就敢于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就能够践踏法
律 ；而有了300%的利润 ，就敢犯
任何罪行。这也就可以想象，断了
毒贩财路的缉毒警察将要面临多
大的风险。

拍戏可以反复， 禁毒工作却
容不得重来。 现实中的缉毒警察
们无名无姓， 甚至牺牲后都不能
立碑， 其危险程度远超我们的想
象， 他们的奉献精神足以让我们
肃然起敬。以湖南为例，前不久召
开的2019年全省禁毒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透露： 登记在册的湖南籍
吸毒人员将近40万、 现有管控吸
毒人员高达17.6万，省内毒品“多
头入省、全线渗透”的特征明显，
全省禁毒工作形势严峻。 这就要
求全省各级各部门全力打好禁毒
安保维稳战、服务全局整体战、突
出问题攻坚战三大“战役”。

剧中，作为制毒窝点，“塔寨”
的倒下离不开诸多“小人物”的鼎
力相助，曾经的人民教师林水伯、
误入歧途的少年伍仔等都为捣毁
毒窟贡献了力量。 现实中的禁毒
工作同样需要全社会参与， 每一
个人都应有底线、有戒惧，万不可
因利欲熏心丧失大好人生。

今年，部分学校的毕业论文查
重 率 从 原 来 的 30%以 内 降 低 到
20%， 更严苛的甚至降至8%以下。
还有学校增加了重审环节，即对已
毕业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质量跟
踪监控， 一旦被查出高于查重率，
将直接取消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学术论文关乎学风文风，关乎
学术科研。各高校对毕业生论文的
查重率作出日趋严格的管理规定，
这是高等教育“严出时代”悄然而
至的信号之一，也是高校整治学术
不端、构建论文净化制度的具体举
措。 文/邓海建 图/刘军

尽快补齐基础数学
这一短板

以青春之我 为祖国歌唱

每位缉毒警察
都是《破冰行动》的主演

新闻漫画

整治学术不端，论文查重趋严

杨维立

高考结束后，长沙多所中学为高三
毕业生举行了毕业典礼， 校长们用朴
实、温馨、幽默的话语，为毕业生上高中
阶段的“最后一课”。长郡中学的学生还
收到了一份“重礼”———一本《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

毕业离校前的 “最后一课 ”，往往
是一堂生动活泼 、 内涵深刻的思政
课 ，足以让人铭记一生 。校长们 、老师
们的一番发自肺腑的 “心里话 ”，将成
为学生们人生路上的金玉良言 ，受用
终生 。而长郡中学以一本 《宪法 》作为
礼物 ，足以见证学校 、老师对孩子们
的良苦用心 。

毕业离别之际，赠孩子们每人一本
《宪法》，无疑是告诉他们，从现在起，享
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完整权
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也分

明在提醒他们， 权利与义务是一致、对
等的。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要强化责
任担当，自觉履行义务，做一名合格的
公民。

正如长郡中学校长李素洁所言 ：
“毕业典礼，也是一次成人之礼”。宪法
是根本大法， 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以
一本《宪法》作为礼物，就是向学生们发
出忠告：人生道路千万条，知法守法是
第一条。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又
一次告别，再一次出发，大多数高三毕
业生即将进入大学深造，也有一些人将
走上社会。毕业典礼上，追忆过去，憧憬
未来，不妨反躬自问，迈上新征程，自己
的理想信念是否足够坚定？有没有感受
到肩头沉甸甸的责任？怎样才能一路平
安？该如何增强自己的公民意识、法律
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本《宪法》，是
学校送给学生最好的毕业礼物。

毕业赠《宪法》的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