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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蹭课的学生比本专
业的学生更难得，因为蹭课的学生是
主动自觉地想去求学，这种精神很可
贵。”海南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导师余
升国教授感慨道。余升国介绍，蹭课

族之所以难得，首先是要花心思收集
蹭课信息，这些信息有些是口口相传，
比如向学长打听、朋友间分享；其次还
要长途赶路，比如去桂林洋高校区听
课。“建议蹭课族关注高校、文化单位

（图书馆、博物馆等）及相关文化机构
的官方微博、微信，比如海南大学图书
馆若举行讲座，都会提前在微信公共
号上发布。”余升国说。

“现今大学的课堂，其实已经没有
多少读诗的氛围和机会。大概是学生
感受到未来生活压力、受应试教育影
响，未真正融入生活，体会不到诗和艺

术的意义，所以，我们把大学课堂搬到
社会上，想和社会上有生活经验又有兴
趣读诗的人接触，觉得他们可能会真有
兴趣。”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
张江南每周六下午在骑楼老街举办读
书会，邀请各专业同仁为大家授课，虽
然初衷是为了读诗，但实际操作时，选
题广泛，涵盖文史哲艺术等领域。

大大方方去
越来越多的人将蹭课视为一种“充电方式”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近期，一条名为《跨
越 50 所高校的人文课
堂》的新闻，介绍了“武汉
蹭课联盟”这一公益组
织，引起公众对蹭课族的
关注。其实，每个学生都
对蹭课不陌生：到艺术学
院蹭音乐会，到外语学院
蹭外教课，到旅游学院蹭
品酒课……每到选课季，
“明星课程”往往一课难
求，蹭课族便应运而生。

海南也有这样一个
群体，他们将蹭课视为一
种学习方式，通过了解不
同学科的知识来充实自
己。有的人穿梭于大大
小小的教室，选择自己感
兴趣的课程来旁听；有的
人虽然已经毕业，却还是
常常回校园听讲座充电；
一些大学教师还将课堂
搬进公共文化空间，让更
多人来蹭课。

选课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不同的学生怀着不同的目的，坚守着
校园网铆足了劲“抢课”。因为学校
对校选课有学分要求，“明星课程”往
往“僧多粥少”。所以，为了选到心仪
的课程，许多学生都会提前做功课，
因为光蹭课是没有学分的。

“像贾冬阳老师就是因为上课质
量好而遭哄抢，抢不到，实在想听，就

会去蹭。”海南大学2015级旅游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学生洪俊毫对

“抢课经”侃侃而淡，一些“明星教师”
的课程颇受欢迎，要早下手。

洪俊毫就是从贾冬阳的课，发掘
了自己对古典哲学的浓厚兴趣，从抢
课族变成蹭课族，从2016年开始，每
周“混迹”社会科学中心蹭哲学课。甚
至不少学生因为蹭课转了专业，在考

研时选择跨专业，从蹭课生
转为专业学生。张祝豪原
是法学院学生，自称“不慎
选了贾冬阳的课”一发不
可收拾，当即决定考外国哲
学硕士，并如愿以偿。

对这些学生而言，蹭课是给
自己更多选择，更了解自己的兴趣
所在，找到自己值得花时间研究的
领域。像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师
周杰、张芳宁都是通过蹭课，找到学术
研究方向，还考取了相关专业的博士。

可并不是每个学生会因蹭课而
改专业，更多的则是在蹭课中开阔眼
界，一睹大家名师风采。诚如清华大
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之
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海南高校从

来不乏大家名师：海南大学有哲学思
想家张志扬、诗人多多与王小妮、国
际海洋法法庭大法官高之国；海南师
范大学有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隋
丽娟；海口经济学院有央视《百家讲

坛》主讲人刘兴林等。
张志扬先生已是77岁高龄，虽已

退休，但仍定期回校为研究生授课。
每次开课，都会吸引海南各大高校的
学生、学者前来旁听。“听了张老师的
课，也会激发我的艺术灵感，他的很多
思想能启发我的艺术探索。”在当代艺
术家翁奋看来，艺术与哲学密不可分，

当代艺术的许多问题也都能视作哲学
问题。画家吴楚宴也常去蹭课，从中
汲取哲学养分，以滋养艺术创作。

许多学生喜欢蹭诗人多多的课，
在一次课堂上解析穆旦先生诗歌时，
他曾直言班上的研究生同学谈了那么
多的诗歌理论，却不及一位理科蹭课
生的一句“难受”更得读诗真谛。

■ 林强

即将告别熟悉校园的你们，也许
不能再踏着满地的紫荆花瓣走进食
堂，不能在大槐树下读书徜徉，无法再
穿过教室的窗户，去感受椰林路的晨
光。此刻，我虽有万般不舍，但又不能
不让你们去勇闯天下，面对即将离校
的你们，我最想送给同学们几句毕业
寄语：

一、认识自己 完善自我
此刻的典礼，对于许多同学而言，

最为释怀的事情是毕业，因为毕业意
味着终于可以不为上课、读书、实验、
考试、写论文而苦恼烦心。

然而，比你们多经历过一些岁月
的我，却不得不告诉大家的是，未来的
人生之路，你们还需要迎接数也数不
清的“考试”与挑战。如何应对？经验
告诉我：不断完善自己是人生面对挑

战的不二法宝。
怎样才能不断完善自己？对此，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认为要完善
自我，首先要认识自己。

3000多年前，在古希腊圣城德尔
斐神殿上镌刻着一句著名的箴言：“人
啊，认识你自己”。

今天，“认识你自己”的前提是知
道自己所学的局限与片面。苏格拉
底，一个希腊历史上被世界公认的伟
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眼中“最有智慧的
人”，面对古希腊创造的辉煌文明，竟
然宣称自己一无所知。“自知自己无
知”这一哲学命题，诏示人类的一项使
命——不断学习不断认识。

二、行路致远 砥砺前行
即将踏进社会的你们，开启的是

一段与学校生活迥异的人生之路，在
当今变化的时代中，各种思潮和名利、
物质诱惑必将紧紧包围着你们，面对

林林总总的各种选择，有句话叫做“态
度比能力更重要，选择比努力更重
要”。

人生就是选择，每个人的选择不
同，便有了不同的人生，而态度决定你
是积极的选择还是被动的选择。为此，
我希望你们笃持高远的理想“生活不止
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只有放下眼前的苟且，行路方能致远。

在人生的道路上，遭遇挫折、经历
磨难都是注定的事情，对年轻人来说
尤其如此。因为生命的常态，永远不
只是浅浅涟漪，波澜不惊，更有涌动的
暗流、潜在的礁石。正如人们常说的
那样“你不可能要求 一个没有风暴的
海洋。那不是海，是泥潭”。惟有中流
击水，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才能抵达
希冀的地方。

三、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

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中的
两句，它成为千百年以来一切有理想、
有抱负的青年人，通古今之变化、发思
想之先声、担负历史赋予使命的心中
呐喊。

这呐喊，告诉青年人没有责任意
识的知识分子不能称其为社会的良
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人类知
识既来自于世代创新、文脉传承，更源
于波澜壮阔、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
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青
年学子只掌握一般知识不行，坐而论
道不行，只有学以致用，报效国家、民
族，才能发挥出知识分子的最大人生
价值。哲人尼采曾经说过：“生命之于
我们，意味着不断将我们自身及所遭
遇的一切转化为光与火。”

这呐喊，告诉青年人懂得爱才会
唤起心底里的责任。

无论以后的人生路有多么精彩，
在奋斗的征程中，大家要记住父母的
舐犊深情、倚门之望；要记住心中梦
想、家国担当；要记住母校的培养，恩
师的期望。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即将独自远
行。此刻，也许你还眷恋着校园中曾
经的激情飞扬，也许你对未来人生还
颇感困惑迷茫。哈佛大学有一扇门，
门外刻着“Enter to Grow in Wis-
dom”（入校为增长智慧），门内则刻
有 “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Thy Kind”（离校为更
好地服务你的国家与人民）。请记
住：你们是海南师范大学的优秀学
子，你们是从大榕树下走出去的文化
使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我与母校的老师静候你们的
佳音！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校长，有删节）

静候你们的佳音

为孩子穿上
暑期“安全衣”
■ 张成林

据报道，在上周五、周六仅仅两天时间，我省
发生了3起溺亡事故。23日傍晚，文昌一排水渠，
一 16 岁中学男生，放学后与同学一起到水渠游
泳，不幸溺水身亡；24日下午，澄迈永发镇，7名中
学生相约到南渡江畔钓鱼，3人不幸落水溺亡；24
日晚，海口假日海滩，7岁男童不幸溺水而亡。两
天之内，同一事故原因，夺走数名孩子的生命，让
人无比心痛，更引人深刻警醒。

亲水、爱水，是孩子的天性。对孩子而言，水
边有无穷乐趣，游泳、钓鱼……一玩能玩上一整
天。然而，同样出于天性，大部分孩子对水热爱有
余，却警惕不足，再加上年少爱动，逞强好胜，往往
只图一时欢快，不计行为后果。如同新闻中的孩子
一样，一旦玩嗨了，就变得胆大了，事故就不可避免
地发生了。惨痛的溺水事故警醒我们，孩子的安全
意识需要不断强化，需要大人们反反复复去提醒。

暑期将至，对于孩子的安全，我们尤其要上
心、留心。一方面，夏季雨水多，处处沟满河平，平
静的水面下随处是看不见的风险；另一方面，孩子
放假在家，而家长们却要正常上班，这就导致暑期
的孩子们既缺少了学校的日常管护，又缺少了家长
的有效监护，行动变得自由了，事故系数也就变大
了。正因如此，年年暑假都是孩子安全事故的高发
期，假期游玩反倒演变成了假期悲剧，让人痛心。

事实上，触发孩子“安全按钮”的不仅仅是溺
水，还有其他安全问题。比如，过马路时，疏忽大意
酿成交通事故；独自在家时，“小鬼当家”引发人身
悲剧；外出游玩时，一时不慎造成高空失足……每
年暑期，这些老生常谈的老问题，屡屡酿成让人后
悔莫及的新事故。有些家长会说，之所以放手是为
了给孩子以空间，那么空间与安全该如何兼顾？显
然，要根据孩子的心智来定，万不可过度放手。

当前暑期还未到，我们要以这三起溺水事故
为鉴，未雨绸缪，提前谋划，确保孩子们的假期安
全。一方面，要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各级学校
要广泛开展安全教育，明确孰可为孰不可为，并做
好反面案例警示教育，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事故一
旦发生会对个人、亲人、家庭造成怎样的伤痛。另
一方面，要给孩子有效的暑期陪伴。对孩子做什
么、想什么，家长们要心中有数、有效引导，万不可
因为忙而疏忽大意。

暑期来临，孩子的学习轻松了，但安全意识不
能放松。要知道，一旦粗心大意酿成悲剧，就会造
成一辈子的痛。

罗牛山商学院成立
本报讯（记者郭萃）罗牛山商学院成立暨开班

仪式日前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该院成立后
将开创高尖端人才培养、企业文化传承的新模式。

据介绍，罗牛山商学院致力打造以企业战略
规划和人才开发培养，为企业搭建人力资源可持
续增值的生态圈，支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融合
罗牛山与各高校、社会知名专家、学者的智慧，为
社会培养商业人才，推动行业整体发展和中国企
业管理提升。

该院成立仪式上，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自力表示，罗牛山商学院担负着企业文化传
道者、培训课程创造者、解决问题协作者、绩效提
升促进者的角色，商学院的成立，对于罗牛山企业
创新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现代工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该院将以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运
行，以一流的师资实力、完善的培训体系和开拓创
新的研发精神服务企业、服务社会。

快言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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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舞墨书香

日前日前，，海南大学附属幼儿园举办海南大学附属幼儿园举办
““舞墨书香舞墨书香””书香节活动书香节活动。。活动中活动中，，孩孩
子们诵唐诗宋词子们诵唐诗宋词，，读三字经读三字经、、弟子规弟子规，，
吟民歌民谣吟民歌民谣，，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
味味。。家长们也积极参与家长们也积极参与，，琴棋书画各琴棋书画各
展其能展其能。。

园方表示园方表示，，希望通过书香节活动希望通过书香节活动，，
营造出书香校园的氛围营造出书香校园的氛围，，让阅读伴孩让阅读伴孩
子成长子成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国强宋国强 摄摄

幼儿园行
66月月2525日日，，海南师范大学附海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举行大班孩子毕业典礼属幼儿园举行大班孩子毕业典礼。。典礼典礼

上上，，幼儿园老师为孩子们举行了仪式感很强的人生第一场大礼幼儿园老师为孩子们举行了仪式感很强的人生第一场大礼———开笔—开笔
礼礼。。开笔礼开笔礼，，是中国传统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是中国传统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

孩子们手握毛笔写下人生第一个字孩子们手握毛笔写下人生第一个字““人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杰张杰 摄摄

蹭课蹭课
到大学蹭课去

“大家”是大家的

将课堂搬到社会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征稿启事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稿件来源除本报记
者自采稿件外，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现将
本刊开辟的外约栏目介绍如下：

校长视野：从校长的角度探讨对教育的看法
精彩课堂：老师分享课堂教学
师说心语：老师对学生成长的关注
校园达人：有特殊经历、技艺、事迹的师生
域外传真：海外从教、就读经历见闻
家有儿女：父母分享家庭教育、亲子时光
快言快语：对教育话题发表独到看法
习作：文字、图片均可
回首往师：曾经的老师给自己带来的启迪
读图：教育、亲子等主题的照片（包括组照）

此外，欢迎社会各界提供新闻线索。
邮箱：2996130659@qq.com
电话：（0898）668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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