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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流

杭州“瑜伽爷爷”
幼儿园开课

■本期点评 雨山

学生小楷写家书
每月一封

“白色上衣、 深色裤子， 一名学生在结束最
后一门考试后， 平静地走出校门， 然后缓缓转
身， 向着学校深深鞠了一躬。” 这是山东淄博工
业学校门前监控， 5月14日拍下的一幕。 整个过
程不到10秒却让看者感动， 引发热评。 （5月23
日 《齐鲁晚报》）

随着毕业季即将来临， 在这感恩惜缘的时
节， 高校如何办好毕业仪式， 学生如何同母校说
声再见， 如何维护师道尊严， 又成为人们一个热
议话题。 如此语境下， 山东淄博工业学校一名毕
业生， 在校门口， 向着母校深深鞠了一躬， 可以
说是感人一幕。 当老师看到这个短短10秒的视频
后， 感动得泪流满面， 并称 “教书这么多年头一
回看到”。 可见， 这种庄重而又朴素的感恩方式，
几乎 “失传”。 而学生向母校鞠躬， 不仅释放出
了感恩情怀， 而且传承了尊师重教遗风。

看到这样的场景， 应该感到欣慰和震撼。 学
生用鞠躬的方式， 感谢母亲和老师的辛勤培育，
显然是一种正确的感恩姿势。 尊师重教， 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 而现在， 这种美德被金钱和物
欲冲击得支离破碎了， 高校越来越不受到敬畏，
老师越来越不受到尊重， 我们迫切需要用这样一
种感人场景， 这样一个震慑人心的方式， 去唤醒
学生的道德情操， 去启迪学生的感恩情愫。

事实上， 学生向母校鞠躬， 比时下流行的
“谢师宴”， 更具有积极意义。 “谢师宴”， 是一
场让老师、 学生及家长都感到疲惫的 “游戏”，
给师生情笼罩上了物质化和庸俗化的阴影。 其
实， 平时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和爱戴， 就是对老师
最好的感谢； 而学生在毕业之际， 向母校鞠躬，
则是感恩情怀的勃发与升华。 更重要的是， 高校
庄严的校训， 教师的园丁精神， 是学子们要用心
咀嚼、 好好传承、 认真光大的精神财富。 因此，
向母校鞠躬， 为恩师准备一件小礼物， 或通过网
络视频向老师说一声 “我爱你”， 唱一首祝福歌，
尊师重道的意义更深远、 更厚重、 更可贵， 这也
是高校和教师最值得骄傲、 最需要的感恩方式。

然而， 感恩母校和恩师， 也要摒弃商业气息
和功利思维， 多释放出一些人性的温情和文化的
风味。 特别是， 在崇尚文明和追求创新精神的当
下， 感恩母校和恩师， 还可采取新的形式和赋予
新的文化内涵。 譬如， 在校园栽种 “感恩树”；
为老师制作特别贺卡； 常去母校或老师家里做客
聊天， 平常不忘问候和探望； 给学校教学献计献
策， 提一些优化课堂效率的建议， 等等。 如果社
会能发自肺腑地表示对教师职业的敬重， 学生能
铭记教师的谆谆教诲， 传承教师优秀品质和崇高
精神， 就是最具有时代意义的感恩新时尚， 也是
学校和教师心仪已久的感恩文化。

高三“学霸”
自编数学教材

向母校感恩的
正确姿势

邯郸家长相亲会
场面火爆

美国一农场
推出“山羊瑜伽”

近日，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诺丁汉， Jenness
农场最近吸引了不少关注， 因为他们推出了和小
羊一起上瑜伽课的活动， 不仅会有小羊围过来撒
娇， 还会跳到身上帮你踩背， 瑜伽学员可以一边
练瑜伽一边和小羊亲密互动， 甚是有趣。

点评： 山羊啥时候还有这功能了？ 这个瑜伽
比较特别， 原来人和动物可以如此和谐。

5月22日中午， 杭州一幼儿园里飘扬着舒缓
的音乐， 30余名青年幼师和全职妈妈在杭州著
名 “瑜伽爷爷” 乐明潮老人的带领下学习瑜伽入
门动作。 练习过程中， 73岁的乐明潮老人亲自
示范， 一步步教授舒展腰、 颈、 脊柱等部位， 在
运动中让大家感受身心的释放。 据悉， 除了该幼
儿园， 乐明潮还会去全市其他单位教授瑜伽， 这
名73岁的 “瑜伽爷爷” 挤出几乎所有时间在杭
州多个社区开设公益瑜伽班。

点评： “瑜伽爷爷” 不但自己健身， 还带动
了年轻人，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5月20日， 河北省邯郸市首届公益家长相亲
会举行， 活动为邯郸众多单身男女提供相互认识
和了解的机会。 据了解， 此次 “家长相亲会” 有
近400名家长和单身男女参加， 其中大部分是家
长， 由于儿女工作忙， 所以， 家长们来代为参加
相亲。

点评： 大龄单身男女工作忙可以理解， 但有
些事还是要亲力亲为的， 比如相亲， 还是自己去
更好。

5月21日， 在陕西咸阳师范学院于右任书法
学院内， 数十名大学生手执毛笔用小楷书写着家
书 。 自2016年以来 ， 该院256名学生每逢母亲
节、 父亲节便用小楷书写家书一封， 如今学院要
求学生每月写一封。 该院开展此项活动， 旨在开
展孝文化感恩教育， 还原古代文人部分日常生活
形式， 为学生营造一个高雅的学习氛围。

点评： 在信息时代， 写信的日子早已离我们
远去。 然而， 见字如面， 家书抵万金， 对于亲情
的传递， 独一无二的字迹， 更是无声的情感表
达。

庄逸是杭州某校高三班的学生， 曾因三门选
考科目都拿满分人送外号 “庄三百”。 6月新高
考临近， 庄逸复习时用的是自己编写的 《高中数
学学习参考》， 此书高三年级有40人正在使用。

点评： 学霸就是厉害啊， 在别人还在努力的
做题的时候， 他居然都出教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