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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与坚强会让人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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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箴言

□徐汉雄

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
右手的四川绵阳女孩李欣
雨， 今年高考取得了 625
分的好成绩， 考上华中师
范大学法学院，于 12 日来
到武汉报到。
从绵阳到武汉， 从小
学到大学， 李欣雨这一路
走了 12 年， 个中艰辛，一
言难尽。 12 年来，伴随她
的， 是来自他人的关爱以
及自己的坚强。
2008 年 ，7 岁 的 李 欣
雨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右
手。 面对磨难，李欣雨并不
气馁， 她用左手练出了一
手好字。 李欣雨的坚强感
动众人， 各方纷纷伸出援
手。 当时扬州对口援建绵

竹九龙镇的朱家青， 与她
结下了不解之缘，从 2008
年一直资助到现在。
12 年过去，朱家青已
不再年轻。 李欣雨从一个
遭受厄运打击的小女孩，
成长为一个知恩图报、阳
光开朗的女孩。 高考成绩
揭晓后， 她第一时间通过
微信， 向远在扬州的朱家
青报喜。 9 月 12 日，李欣
雨到华中师范大学报到，
她勉励那些遭遇过挫折的
网友： 我们自己内心要认
可自己， 我并不会因为失
去了右手就有什么不同。
坚强源于自信， 心中
有火，眼里就有光。 自己不
气馁，勇于接受现实，就不

会畏惧困难。 虽然失去了
右手，好心人的关爱，助了
她一臂之力， 给她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 加上自己的
努力， 李欣雨从丑小鸭变
成了白天鹅。
李欣雨说， 她没有受
到过什么歧视， 遇到的都
是好人， 一样正常地学习
和玩耍。 外部的温暖，给了
她重拾信心的力量。 李欣
雨表示在大学里想学会运
动，将来也想当一名老师，
像别人帮助自己一样，去
帮助困境中的孩子。
李欣雨的这个
愿望， 是比高考成
绩更令人欣慰的
事。 温暖与坚强总

会让人走得更远， 也都是
可以传递的。
励志的李欣雨，自带故
事与光环的李欣雨，她人生
更大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
激励更多跟她一样受过挫
折的人砥砺前行，去握住自
己美好的明天。她从困境走
向开阔， 从绵阳走向武汉，
若以一颗灵魂去感动另一
颗灵魂，将来还可以通向更
富有榜样意义的路途。
温暖与坚强的传递，
正是人间生生不息的宝贵
财富。 ①2

南都论坛

大学生债务“爆雷”
□刘琛

日前，《半月谈》 记者
走访发现， 使用网络贷款
平台支出日常消费已成大
学生常见的消费方式，疫
情期间，往常依靠生活费、
兼职打工来偿还网贷的大
学生，因为没了“收入”，债
务接近
“爆雷”。
在这个互联网营销的
时代， 不少商家都在鼓吹
年轻人应该“及时行乐，该
买就买”，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年轻人的冲动消费、超
前消费。 此外，越来越低的

网贷门槛也对年轻人的负
债消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 比如，目前市面上不少
网贷产品宣称每日利息不
到 0.05%，让人以为利息很
低，但实际上这种日利率对
应的是 18%的高额年利。 有
的网贷平台为了利润，还刻
意培养用户超前消费的习
惯，并引导年轻用户以信用
为担保透支个人账户。
超前消费、 负债消费
作为一种消费手段， 的确
可以降低当前一些需要一
次性支付资金的压
力， 分摊到以后的
数个月支付， 从而
减轻消费者的还款

压力。 一些小额、便捷，基
于学业或者创业的“校园
贷” 对资金有限的大学生
来说，也是一项福利。 如果
加强监管，强化审核力度，
规范运营， 风险也是可控
的。 但一部分人因为自制
能力差， 在唯利是图的黑
中介的诱导下通过不同的
网贷平台进行贷款， 甚至
“拆东墙补西墙”， 导致贷
款本金利滚利， 背负数十
万甚至上百万的债务。
在消费手段日益多元
化的今天， 正规的网贷是
很常见的金融消费方式，
我们不必把其看成洪水猛
兽，但也不应过度沉迷。 一

方面， 我们需规范约束各
类网贷行为， 在打击非法
网贷平台的同时， 尽快出
台细则， 规范正规网络平
台面向大学生的贷款行
为，如设定贷款最高限额、
避免多平台借贷、 规范身
份审核制度等。 另一方面，
大学生自身要秉持理性态
度，让超前消费成为“为我
所用”的消费手段，社会也
要引导形成健康的消费观
和金融观， 学校则要加大
理财教育的力度， 帮助大
学生训练财商， 学会财富
管理。 如此，大学生才能在
敢于消费的同时及时形成
健康的消费观念。 ①2

礼则人恭之，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
之，信则人恃之。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月饼过度包装
近年来， 月饼过度包装一直饱受诟
病。 虽然每年呼吁月饼生产厂家和销售
商家简化包装的声音不绝于耳， 但在部
分地区，月饼过度包装现象依然存在。
众所周知，月饼过度包装弊端很多。
一方面， 增加了顾客购买的成本。 明明
盒内只有五六块月饼， 算算成本顶多也
就是二三十元， 但经过“豪华” 包装之
后，一盒月饼少说也得上百元，多的上千
元，弄得像“买盒子送月饼”。 另一方面，
月饼过度包装与“绿色”“低碳” 倡议格
格不入。 如今， 快递业正积极倡导快递
包装“绿起来”，月饼包装也应该多些绿
色、低碳意识，这既是为环保作贡献，也
是节约资源的实事。
杜绝月饼过度包装，工商、消协等部
门要积极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 一旦
发现过度包装行为，应给予及时制止，从
源头上遏制月饼过度包装行为。 广大消
费者不妨多购买简装月饼，不购买“豪华
包装”“精装” 月饼， 让过度包装月饼因
无人问津而失去市场。 ①2
（廖卫芳）

劳动者的尊严不能像证件一样“
扔”
在地上。
——
—据报道 ， 江 苏 昆 山 的 世 硕 电
子（昆山）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新员工
发证件时，随手将员工证件丢在地上，
新员工只能弯腰去捡。 光明网建议，相
关部门应介入调查，妥善处置。

让学生多用纸和笔

让兴趣班回归“兴趣”本义。

□天歌

上学带好小记事本，一
笔一画记作业；老师少留线
上作业，减少微信布置作业
……新学期，北京市部分中
小学重提
“
用笔沟通”，期望
将经历了长期居家线上学
习的学生
“
拽”回线下。 北京
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建
议教师、家长，倡导孩子更
多使用纸和笔，每日减少电
子产品使用时间，保证运动
量，保护好视力。
对于教育部门和学校
的这一倡议，相信绝大多数
学生家长是持欢迎态度的。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组织上
网课、在线教育，孩子可以
堂而皇之地使用电脑、手机
等电子产品进行学习，结果
导致一些孩子对电子产品
越来越迷恋， 甚至是成瘾。
这还不算，因为使用电子产
品时间过长、 频率过高，很
多孩子的视力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降，也让家长焦
虑不已。
不只是疫情防控期间，
近年来很多孩子过多地使
用电子产品来进行学习的
问题，也引起了一些教育界

人士的关注。 其中，除了一
些家长引导、管教不到位之
外，也和一些学校、老师的
“
纵容”有关。 比如很多老师
喜欢通过 QQ 群、 微信群
来布置作业、 检查作业，同
时还会向学生推荐一些学
习软件。这种老师教学和学
生学习模式上的改变，虽然
在有些时候提高了学习效
率，也让老师的教学变得轻
松，但是其弊端或者
说
“
副作用”，也不能
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引导中小学生

尽量使用纸和笔进行学习，
也离不开广大学生家长的
配合与支持。尤其是部分家
长，不要以为给电脑或手机
装上几个学习软件，购买一
些在线教学课程，自己就可
以当甩手掌柜了。孩子良好
的学习习惯、 自律能力，必
须依靠家长的亲力亲为，而
不能依赖各种电子产品来
获得。 ①2

世相评弹

——
—据报道，学生兴趣班也有了
“
鄙
视链”，为此部分家长专挑冷门、昂贵的
课程。 《经济日报》称，应摒弃攀比、虚荣
心理。

推出“文明码”测文明，本身就“不
文明”。
——
—近 日 ， 苏 州 推 出 市 民 “文 明
码”引热议。 齐鲁网称，给市民道德打
分不妥。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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