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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仁

日前中国青年报通过问卷、访谈的

形式随机对广东省 169 名在校大学生进

行调查，发现超过70%的大学生观看世界

杯比赛，其中近半数表示自己用买彩票

的方式来支持喜欢的球队。然而一些非

法赌球平台也准备趁此机会坑那些抱着

“玩一玩”心态的大学生。

世界杯足球大赛冷门迭出，峰回路

转，堪称魅力无穷。不少大学生进入“世

界杯作息时间”，买球彩也成为他们表

达对球队热爱的一种方式。喜欢足球

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别用赌球的方式去

表达。

大学生首先要正确区分体育竞猜与

赌博，把握好两者的界限。一般而言，体

育竞猜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或者以少量金

钱猜输赢的一种娱乐模式，如个人在手

机应用软件用较小数额下注的不易被认

定为赌博；但若以非法营利为目的，赌金

达到一定数额，则涉嫌赌博犯罪，如建立

微信群招募众多人员参与下注，并从中

获取赌资，数额较大或人数众多的可被

认定为网络赌博。

其次，大学生要正确认识相应的法

律惩戒以及赌球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参与

网络赌球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下罚款。若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

或者以赌博为业的，依据《刑法》第三百

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一旦掉进赌球陷阱，输光了本钱事

小，若影响个人正常的学习生活，甚至输

掉自由或性命，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岂不令人痛哉。大学生因赌球掉

坑的案例并不少见。4年前巴西世界杯，

河南一名 21 岁大学生因迷恋赌球，输光

了生活费，还欠下60多万元巨债，无力偿

还，最终跳楼身亡。

作为大学生群体应当恪守法律红线，

抑制一夜暴富的心理，切忌抱有侥幸心

理，特别要强化自控力，不能沉迷其中，自

觉抵制朋辈间鼓吹的“谁不加入赌球，就

是不合群”等观念，当然更不能为获取赌

资去建立微信群招募他人参与下注，不要

任性弄险，避免因涉罪走上不归路。

学子当慎之又慎，远离赌球，而作为

学校管理者亦不可不察，听之任之。学

校和社会职能部门，理应向大学生普及

相关法律知识，在校园开展禁赌教育，提

醒大学生自觉抵制网络赌博。通过开展

识别各种赌局、面对面揭露赌博骗术等

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增强禁赌意识和法

纪观念，并加大宿舍走访力度，劝阻大学

生远离赌球陷阱，以防一失足成千古恨。

莫让大学生掉入“世界悲”

□本报记者 曹可可

“一方面想给每位学生写下

独特的评语，但另一方面，我带

过很多届学生，能夸奖的话差不

多都说尽了，而总有学生性格、

成绩、表现等方面大体相仿，要

再找出他们的不同点实在是强

人所难。”刚过去的期末，杭州

一位中学班主任向记者坦言，

他在自我纠结中写完了对学生

的评语。

对很多教师而言，每学期写

期末评语都要煞费苦心。但在

“该生……热爱……遵守……希

望……”等评语模板风行的同

时，也有一批热爱教育、关注学

生发展的教师不愿因循守旧，

而是推陈出新，用不落窠臼的

评语记录班上学生独特的成长

历程。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羽翼渐丰，待你搏击长空。

望改正偶有之浮躁，学宁静以

致远。”这是杭州市富阳区富春

第七小学二（3）班班主任陈晓

英写下的一条期末评语。有20

年教龄的她为学生写过无数评

语，今年则开始“尝鲜”——结

合古文写评语。

通过用满满中国风的小古

文来写评语，陈晓英想让学生知

道古文离大家的生活并不遥

远。果然，当她把部分写了评语

的素质报告单贴在教室里时，孩

子们都轰动了，争先恐后地寻找

自己的那一份。“有些家长会催

着说快写自家孩子的，还有老师

建议说让我写注释版。我打算

让孩子们尝试用小古文互评，让

期末评语有更多的新意。”陈晓

英对此感到欣慰。

无独有偶。宁波市鄞州区

五乡镇中心小学一（3）班的德育

首席导师张敏敏也给班里的45

个孩子写了“诗体评语”。她花

了整整一周的时间，用五绝、七

绝、散文诗等文体，将学生的名

字含义、学期表现等融入评语。

像给一位名叫“丁家卉”的

女生评语里，张敏敏这样写道：

“清照思霸王，昭君西域妆。家

中卉芬芳，巾帼胜儿郎。”评语引

用了历史典故，意思表达得也有

些婉转。若想理解其中的含义，

学生和家长免不了得做做功

课。张敏敏说：“我希望家长能

和孩子一道查查资料、翻翻典

籍，在看评语的过程中，促进亲

子互动和共同学习。”

实际上，一份好的评语有新

意的背后，“心意”似乎更为重要。

在杭州市公益中学，近年来

也有不少教师尝试把古诗文改

编成评语，或用“情书”的形式来

写评语。而校长潘志平看中的

是评语是否用心，他说：“评语往

往能够反映一个老师平时对学

生的投入、了解和上心的程度。

用心的评语不是那种套在小张、

小王身上都可以用上去的，而是

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做的。”

东阳市吴宁一校五（6）班

班主任胡丽卿对此深有体会。

这个学期结束前，她给班里 47

位学生写了共计3万余字的评

语，字数之多令许多同事感到

惊讶。而在洋洋洒洒的评语背

后，是胡丽卿对学生发展的长

期关注和积累。她说：“我保存

着教过的每个学生每学期的评

语。通过回顾这些有针对性的

评语，对比他们的表现，有助于

我不断地调整教育方法。这些

评语就好像庖丁解牛一般，和

学生的培养目标、发展基础丝

丝入扣。”

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

党委书记裘志刚审读教师期末

评语已经有很多年了。“评语不

仅要掌握一定技巧，更要专业、

着眼于学生的发展。”他说，有些

老师在写期末评语前，会设计一

张表格，让孩子自己总结一学期

来取得的成绩，让同伴肯定他的

变化，提出他最需要改进的地

方，最后形成的评语是基于对学

生学科学习和发展可能的精准

把握，更加有血有肉。

这些老师太有才了

期末评语“玩”出新花样

日前，杭州举办了中小学生良渚文化
艺术展演。通过与先民对话、良渚的考
古、保护与传承、畅想良渚等篇章，青少年
学生生动地展现了对良渚文明意义的理
解，同时助力良渚申遗。图为展演现场。
（本报通讯员 蔡宇冠 吴勇强 摄）

“玉”见良渚

“金牌教头”刘春英

宁大师生寻访百名时代英雄

本报讯（通讯员 郑俊朋）日前，由宁波大学276名师生党员共

同组成的“红色印迹”党员社会实践团在重温入党誓词后奔赴全省

各地，寻访百名时代英雄。

此次“红色印迹”党员社会实践团共有4支校级团队、24支院级

团队。他们将寻访五类百名时代英雄，分别是“最美乡村教师”“最

美乡村医生”“最美海洋人”“最美支书”和“最美大学生村官”，足迹

将遍布浙江沿海各地及革命老区。

据介绍，实践团成员将挖掘红色基因，记录红色资源，宣扬红色

事迹，通过微视频、微党课等多种形式，在校园中广泛宣扬实践成

果、英雄事迹，使之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素材。

浙理工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

本报讯（通讯员 石丛珊）日前，浙江理工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研

究院，以此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促进跨学科智能技术研究及其应用。

据悉，研究院将密切关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面向国家人工智能

技术和应用的研究前沿，重点开展服装个性化定制、智能穿戴、水下

智能机器人以及大数据与智能软件等方面的研究，通过用人聘人机

制、科研体制机制、人才培养模式和组织运行方式的改革，推进学科

交叉协同创新研究，并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卓越拔尖人才，力争建成

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研究院。

该校副校长陈文华表示，该研究院将借助信息学院已有的科研

基础，针对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专门的研究和探索，同时也将吸引更多

的国内外优秀学者和专家参与到研究院的建设中来。

浙江经济职技院送毕业生廉洁手册

本报讯（通讯员 陈红松）拿什么当毕业礼物比较有意义？近

日，参加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18届毕业典礼的3000多名学生

每人都收到了一本新颖别致的《廉洁从业手册》。

这本小册子由该校纪检监察处精心制作，内容包括“预防职务

犯罪须知”“职务犯罪案例”“低龄职务犯罪的心理分析”“职务犯罪

的预防”“廉洁格言警句”等。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小册子向毕业

生建议：一是把住初始关、小节关、亲情关、交友关、美色关、节庆关、

退岗关等七道关；二是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幸福账、感情

账、自由账、健康账等七笔账；三是管住脑、嘴、眼、耳、心、手、脚等七

部位。

“向毕业生赠送《廉洁从业手册》，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毕业生的

廉洁从业意识，让他们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该校纪委书记张伟萍

说，把清廉文化作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毕业生开

展廉洁从业教育，旨在引导他们明确人生方向，让清廉自律意识植

根于毕业生心灵。

富阳：“假日爱心学校”又开门了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徐时松）日前，杭州富阳“假

日爱心学校”正式开学，今年预计有5000名孩子可免费入学。

今年的“假日爱心学校”时间为7月1日至8月31日，预计开设

班级数量达175个，将开展第四届假日好声音比赛、主题征文、传承

红色基因知识竞赛、最美“假日爱心学校”志愿者评选，成立“大学生

暑期实践团”，开办爱心游泳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打造快

乐的暑期生活。

据介绍，“假日爱心学校”作为富阳爱心公益品牌至今已创办9

年，以学校、村（社区）为主体，村校、校企结合，“五老”参与，多方协

作，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并始终坚持公益性质，不向学生收取费

用。参与学生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残疾人家庭子女、低

保家庭子女、双职工子女为主。

日前，宁波10余所高中的40多个社团、近3000名高中生共聚
宁波市第四中学，举办社团嘉年华。图为学生猜字谜接“飞花令”。

（本报通讯员 潘维玲 崔 引 摄）

追 踪追 踪热点热点热点热点

□本报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程振伟

在前不久结束的第42届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

决赛中，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代表队

获得了全球排名并列第31名的好

成绩。因带领校代表队第5次闯入

该赛事全球总决赛，杭电教师刘春

英获得了ACM-ICPC教练奖。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

赛被誉为计算机软件领域的奥林

匹克。刘春英从29岁开始执教杭

电ACM竞赛集训队后，一心一意

当教练，也把自己变成了圈内响当

当的“金牌教头”。

15年来，刘春英工作和生活的

重心全在学校，除了上课就是培

训队员。队员们喜欢称呼他为“老

刘”，在他们眼中，老刘是个闲不下

来的人。准备学校的月赛、季赛，

全国5个赛区及国际总决赛的集

训，他没有一丝含糊。比如“绝不

允许在实验室玩游戏”“平时的训

练当中绝对不能作弊”等，一旦有

人违反，就会被铁面无私的老刘取

消当次比赛资格。

每到双休日，刘春英不是带队

打比赛，就是监督学生训练。寒暑

假别人在休闲、旅游、和家人团聚，

他却总和队员们在一起，因为这是

集训的黄金时间。虽然辛苦，刘春

英却乐在其中。他说：“有什么比

做自己感兴趣而又擅长的事情更

好的呢？”

2015级学生陈松扬已是第二

次在全球总决赛中拿大奖了。去

年，他所在的团队排名全球第20

名。陈松扬高中就读于温岭中学，

曾获得过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

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由于

高考失利，无缘心仪的大学，他在

填报志愿时举棋不定。爱才心切

的刘春英得知后，立即给陈松扬打

了电话，让他感动不已。陈松扬

说：“因为老刘，我才选择了杭电，

与ACM结缘。”

按照规则，每支参赛队伍最多

由3名队员组成，队员们使用同一

台计算机协作完成。为让队员们

在打比赛时有更多的默契，刘春英

会花时间去熟悉、了解每一名队

员。平时的每场比赛，他都会用心

地观察学生，并根据每个人的性格

特点，安排任务。

而在生活中，刘春英却像父亲

一样照顾着自己的爱徒

们。看到有学生熬夜刷

题，他会温和地加以提醒；

有学生生病，他便开车将

其送到医院，并垫付医药费……

“能够见证学生成长成才，取得好

的成绩，找到好的工作，就是我作

为师长最大的成就和幸福。”刘春

英笑着说。

刘春英还一手创建了杭电

ACM在线测试系统网站，网站多

年来的维护及改进工作从未假手

他人。如今，网站已发展成为影响

力很大的程序类在线学习和测试

平台之一，供50多万人注册使用，

去年提交量近400万。

闯进全球总决赛并获奖，对于

学生们来说，意味着划了一个圆满

的句点。而刘春英说，荣誉只代表

过去，培养新人的这条路没有止境。

寻找身边的感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