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海归大熊猫
阿宝产下龙凤胎。大仔雄性，初生体重211.6g； 小
仔雌性， 209g。 截至目前， 这是全球初生体重
最重的人工圈养大熊猫龙凤胎。 阿宝2010年在美
国出生，当时《功夫熊猫》热映， 加上饲养员误以
为它是雄性， 所以命名 “阿宝”。 2013年阿宝准
备回到中国， 递交回国申请时， 意外查出这个
“功夫熊猫” 其实是女孩。

点评 ： 恭贺 “阿宝 ”！ 祝福龙凤胎快点长
大， 给人们带来欢乐， 也给世界带来和平。

■本期点评 博雅

今年86岁的马旭， 是我国首批女空降兵之
一。 2018年9月到今年4月， 马旭和老伴儿颜学
庸向家乡哈尔滨市木兰县捐出毕生积蓄1000万，
用于家乡的教育和公益事业。 前不久， 马旭夫妇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最初， 马旭夫妇去银行
汇款时， 还引发了一场 “八旬老人转巨款， 银行
员工报警” 的故事， 正因为这场美丽的误会， 她
的事迹才得以广为人知。

点评： 都说衣锦还乡， 马旭却选择把毕生积
蓄倾囊捐出， 还乡时身上还是那件旧军装， 她留
给家乡的却是大爱真情。 与一千万捐款相比， 两
位老人朴实淡泊而富足的生活态度， 让更多人受
到感召， 或许， 这才是更大的价值。

郭斌是陕西西安一名交警， 因为工作原因陪
女儿的时间很少。 在工作之余， 他用各色布头亲
自给孩子缝制了一本精致的 “布书”。 他说想等
将来女儿长大之后， 看到这些小玩意， 觉得爸爸
没有错过她的童年。

点评： 精致的爱， 总是暖暖的……感动！ 父
爱如山， 又默默无闻， 又细心呵护。

近日，家住上海虹口一小区的33岁女子叶某
在倒生活垃圾时， 不但不听垃圾分类点位指导员
劝说按要求投放，还竟然猛掐指导员的脖子，致使
其呼吸困难导致昏厥。叶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点评： 分类垃圾是每一个社会人对环保应尽
的义务， 不但不好好做， 还进行伤害他人真是太
不该！

记者调查发现， 随着中考、 高考以及公务员
考试的体育测试密集进行， 少数身体素质不佳的
考生通过吃所谓 “神药” 提高体测成绩， 网上不
法商家的兴奋剂生意火热。

点评： 在体测过程中使用兴奋剂是明显的作
弊行为，破坏考试秩序，对于遵纪守法的考生严重
不公，而且也伤害身体，希望有关部门加紧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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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人的名校情结， 似乎根深蒂固， 前仆
后继， 广为扩散。 这不， 前些日子我刚看完清华
大学起诉众多的名为 “清华幼儿园” 事件， 因为
这些幼儿园都是傍清华的名， 为了自己的商业利
益而构成的侵犯高校名称权。 紧接着， 这几天又
看到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 重庆忠县一家医
院新生儿病房全部以高校校名命名， 包括浙大、
北大、 清华、 牛津等知名大学。 如311， 清华大
学15-16床， 306， 南开大学01-03床 ， 304， 浙
江大学04-05床。

院长回应称， 初衷是对新生儿的祝愿。 而那
些住院的病人家属， 面对这些以名校命名的病
房， 也很坦然。 当医院方得知这些病房的名称侵
犯了名校的名称权之后， 立刻进行了整改。 似乎
也觉得这样不妥。 不过， 这种另类起名的事例，
在如今的社会生活里屡见不鲜， 其实也充分反映
了不少人的名校情结。

想让子女考上名校， 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
为了不让孩子从小输在起跑线上， 家长们对那些
打着北大、 清华、 北师大等名校命名的幼儿园情
有独钟也是一种十足的精神安慰和寄托。 名校梦
不是喊来的、 祝福来的， 需要众多的学子从小就
矢志不移、 刻苦学习。 如果某些家长片面地以
为， 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是在清华幼儿园长大， 甚
至连出生病房都是北大、 清华， 这样的人生 “彩
头” 不错， 会给孩子增添福分， 那只能是一种自
我安慰了。 这样的结果， 与子女最终是否考上清
华、 北大实在没有一点关系。

凡是对人才的成长不抱有任何偏见的人都知
道， 在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 像北大、 清华这样
响当当的世界级名校并不太多。 不可能每个学子
最后都能上名校 。 名校固然在成才方面更快
一点， 但是非名校也照样能够成才。 是金子在
哪里都闪光， 英雄也莫问出处， 这本来都是常人
共知的道理。 只要 “咬定了青山”， 锁定了人生
目标， 早立志， 找准人生突破点， 最终是条条大
道通罗马， 在哪个领域都能成才， 在哪个高校都
能领先。

名校情结本来没有对错， 关键是需要抱着一
颗冷静的平常心， 认真审视自身。 能上名校当然
好， 没有上到名校也无需气馁， 毕竟， 人生还有
很多机遇。 最可怕的是， 很多家长自以为， 子女
从小就在名牌幼儿园入托， 在有名的小学、 中学
上学， 将来子女肯定会考入名校， 这个成功的概
率不是没有， 但是， 名校资源本来就有限， 还是
需要根据子女的个人意愿和特长去选择适合自己
的高校。 如果把名校情结当做 “非他莫属”， 那
就近乎迂腐了。 毕竟美好的愿望和现实生活， 往
往会有很大的落差。 当这种落差到来之际， 如果
理性地选择，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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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图闻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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