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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现场

华中科技大学一名博士生BBS帖文引热议———

纠结，在大学里究竟该学什么？
■本报记者 柯进

从背起行囊外出求学的第一
天起， 每年都有数百万中国大学
生走入大学。 然而， 让很多大学
生的内心普遍感到纠结的是， 在
浮躁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下， 大学
生在校期间究竟该学什么？ 如何
度过短暂的大学生活？

9月6日， 华中科技大学光
学与电子信息学院2010级博士
生刘昆陇顺利通过了博士毕业答
辩。 当天， 他在该校白云黄鹤
BBS上发帖， 回顾了自己从最初
的迷茫到坚持理想、 不断收获的
8年求学经历。

在帖文中， 刘昆陇分享了自
己从本科到保研到转博的心路历
程———“只要愿意做， 然后付诸
行动， 一步一个脚印， 坚持住，
努力过了总会有惊喜。” 该文甫
出， 立即引发该校师生和校友的
热议。 截至记者发稿时， 这篇充
满正能量的帖文浏览量达6000
余次。

读专业， 学非所愿，
理想就此按下暂停键？

大学录取时对部分考生进行
专业调剂， 是常有的事儿。 但面
对高考志愿之外的“突然安排”，

不少刚刚走入大学的学生及其家
长往往会有一种挫败感。

对于这种广为流行的社会心
理， 刘昆陇在帖文中说： “8年
前， 我在高考报志愿时， 填了华
中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
业， 可惜最终被调到应用物理学
专业。 刚开始心里很排斥， 不是
讨厌学物理， 而是因为没有读到
自己想读的专业而很不甘心。 当
时很想转专业， 后来也尝试过，
但没转成功， 顿时觉得人生一片
惨淡。 失落好几天后， 生活和学
习才回归正常。 我想， 好好学
习， 考个好成绩， 永远不会错
的。 到了大四保研， 我如愿被保
送到一工科专业硕博连读。 但发
现， 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跟自己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于是又很排
斥， 并且再次感到很失落。 不
过，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读博， 并
经过艰苦奋斗了差不多一年， 我
终于完成了第一篇论文。 这篇论
文让我重拾信心， 并且成了自己
博士生涯的转折点。”

读完刘昆陇的帖文， 华中科
技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硕士生
姚博文表示： “帖文充满正能
量， 让我深刻感受到严格自律、
沉心专注的学习、 科研态度。 回
想当年我复读时的心境， 与学长

何尝不是一样？ 作为研一新生，
我也有一些心浮气躁， 认为自己
不是做科研的‘料’， 为新环境
感到心神不宁。 但学长的文章却
给了我启发： 只要脚踏实地， 勤
勤恳恳， 沉下心来， 就没有做不
了的科研， 与其怨天尤人， 不如
努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宝藏！”

在大学， 少抱怨少折
腾多努力

对于众多曾是各地学习成绩
拔尖的佼佼者们来说， 初入大
学， 各路高手云集， 以及对大学
新环境所产生的陌生感、 曾经光
环不再的恐慌感， 难免会让不少
学生倍感失落。 在失落的情绪环
绕中， 是按下理想的暂停键， 还
是以快进键将自己带入大学， 这
是不少学生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对于困扰当今大多数大学生
的这个心结， 刘昆陇在帖文中
称： “刚入大学的那个时候， 我
觉得奖学金、 学生会、 双学位都
离自己很远很远。 我清楚地知
道， 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学生， 我
不是那些能拿全球比赛第一名的
选手， 也永远赶不上那些校学生
干部的交际能力， 所以我不奢望
能像他们那样成为大家口中的牛
人， 但我知道， 只要自己努力，

获得奖学金是有可能的， 当个班长
为大家服务也是有可能的。 当你自
身变得越来越优秀时， 这些东西自
然就会来到你身边。”

实际上， 刘昆陇的帖文表露的
是一代青年学生共同的心声。 在校
园BBS的跟帖上， 华中科技大学物
理学院2008级博士生姚镇这样写
道： “读博这条路不好走， 路上充
满各种荆棘坎坷； 只是选择了， 就
勇敢地走下去， 不用跟别人比， 做
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在学习的路
上， 各种纠结总是客观存在的， 关
键在于能否放下自己的情绪， 静下
心来搞科研。 遇到问题少抱怨、 少
折腾， 调整心态， 沉稳地面对， 总
会找到解决办法。”

在 微 博 上 ， 一 位 名 为
“Pingguozhi” 的博友说： “我虽
然远在北京， 但被刘昆陇帖文中所
流露出的正能量感动。 同走在科研
这条道上， 不论在大学还是其他地
方， 只要踏踏实实， 走过的路就不
会欺骗自己！”

搞科研， 勤奋耕耘也要
看效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这是刘
昆陇8年大学生活的自画像。 他
说： “这虽是一句老话， 但现在发
生在自己身上才真正体会其含义。

我的第一篇论文让我找回了很多自
信， 使我的大学学习生活进入到了
良性循环， 后来我陆续发了好几篇
论文。 现在， 当别人在为论文发愁
时， 我在玩摄影； 当别人在为毕业
纠结时， 我在旅行； 当别人在吐槽
补助还不涨时， 我用奖学金补回
了； 当别人在和女朋友吵架时， 还
好我单身……虽然已通过答辩， 但
我还是会走在科研的路上， 并且希
望能走得更远。”

在日益喧嚣的大学， 成功与收
获眷顾的永远都是勤奋耕耘者。 对
于刘昆陇的“大学收获论”， 该校
能源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罗小
兵教授认为， 勤奋是科研最重要的
基础。 “有些学生说每天有10多
个小时在电脑前。 真正有效率的工
作时间有多少？ 集中精力看文献、
做分析、 做计算、 做实验、 写总
结和论文才是真正的工作时间。
而事实是， 很多研究生在电脑前
用QQ聊天、 逛网站浪费的时间是
相当多的。 今天的博士生需要快
速学习能力。 做科研的初期， 学
生应从阅读相关领域国际权威的
核心文献开始。 模仿重复别人工
作的过程中要学会掌握必要的科
研工具， 同时结合课题尽快找到
突破口， 然后利用已掌握的工具
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环球教育时讯

感谢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栏目主持 王强 滕珺

据印度时报近日报道， 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长帕拉
姆·拉举表示， 印度政府将不断致力于提高国内高等教育
的毛入学率， 计划到2020年从当前的19%提高至30%。

帕拉姆·拉举认为， 政府有必要将提高基础学校的受
教育机会扩展至高等院校。 他说：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接近于19%， 远远低于世界26%的平均水平。 但我
们坚信， 通过第11个五年计划以来政府的不懈努力， 我们
会在2020年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至30%。”

帕拉姆·拉举透露，印度当局已经制定了一项非常明确
的计划。 该计划的实施将从基础教育阶段逐渐贯穿至学院
教育和大学教育阶段。在他看来，以更高的准则来整合教育
以及使各大校园得到国际关注是至关重要的。 印度中央政
府和人力资源开发部已尽力去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任
何一所大学都不能在这一方面有所怠慢。

（苗淼 编译）

美国2012年大学新生
同比减少50万

据美国教育网近日报道， 经过数年的高校扩招， 美国
人口普查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入学率有降低。 根据这份
报告， 美国2012年的大学新生同比减少50万， 包括本科
生和研究生。 这份报告显示， 年纪大的学生数目的减少比
较多。 2012年， 25岁以上的学生入学数目减少41.9万。 相
比之下， 小于25岁的入学学生数目仅仅减少了4.8万。

这份报告不仅仅涵盖大学入学人数。数据显示，2012年
有近8000万名3岁以上的美国人入学，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
总数。其中，1990万都是大学生，包括两年制和四年制学生。
过去一年，私立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也出现了下降，2012年只
有420万的孩子就读于私立学校，2011年为480万。 出生于
国外，或者其父母出生于国外的学生，占2012年入学各级学
校总人数的32%。虽然大多数学生都在25岁以下，但2012年
有80.4万名50岁以上的学生入读各级学校。

（汪文超 编译）

“孩子， 你一定要活过来”
———三名医学专业大学生列车上勇救垂危病人
■冯丽 本报记者 柯昌万

“车上有没有医务人员， 9号
车厢有一名乘客突发疾病……”
9月11日傍晚7点左右， 从北京
西开往宝鸡的T55次列车广播中
突然传来求助声。

3号车厢的北京中医药大学
研二学生姜会梨一听马上起身：
“难道那个女孩又犯病了？” 就在
40多分钟前， 他和本科同班同
学、 陕西中医学院研二学生徐东
升和张凡凡用针灸推拿联手救治
了一名突发心悸的女大学生。 他
没想到， 就是这个求助广播， 让
他们3人再次集结， 实施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生命救援行动。

在赶往9号车厢途中，姜会梨
听到有乘客议论说那个小孩可能
不行了，他马上就朝前奔过去。

一进9号车厢， 姜会梨就听

到一个男人的哭声， 挤进人群，
看到一名50多岁的男子正抱着
一个1岁左右的男婴手足无措地
抹眼泪， 男婴面色嘴唇发紫、 全
身发抖、 四肢冰冷、 喉中呼噜呼
噜的痰声作响。 不好， 有生命危
险！ 姜会梨立即边察看孩子边询
问情况， 原来男婴患有严重肺
炎， 因为车厢温度太低， 男婴可
能是肺炎遇冷引发哮喘。

姜会梨一边狠掐男婴人中，
一边吩咐乘务员关掉空调， 疏散
围观乘客， 并找来棉被给男婴保
暖。

“快用针灸啊！” 刚才见过姜
会梨用针灸治疗女大学生的一名
乘客急切地催促。 “不行！” 姜
会梨果断否决， 婴儿太小又是危
症， 针灸刺激太强很可能会导致
休克。 他镇静地和闻讯赶来的徐
东升、 张凡凡商议， 决定采用温

和的穴位刺激治疗。
列车在夜幕下的华北平原疾

驰， 一场爱心紧急施救在列车上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姜会梨三人
分工协作， 掐人中， 点压涌泉、
内关、 合谷等“急救穴”， 顺着
四肢相关经络做推拿； 一名护士
乘客用温热的毛巾给婴儿擦脸和
四肢保暖； 列车广播循环播放寻
找喷雾剂药物； 列车长与地面紧
急联系120急救车在下站石家庄
等候。 此刻， 列车上所有的列车
员、 乘警和乘客们的心都被这个
患儿紧紧揪起。

“孩子， 你一定要活过来，
活过来啊！” 车厢里悄寂无声，
无数双焦灼的眼睛紧紧盯着男
婴，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儿。 连续治疗了20多分钟， 男
婴的四肢不再冰冷僵硬， 慢慢开
始变暖、 变软， 脸上的青紫色也

逐渐褪去， 现出了血色。
姜会梨心中一喜： “有希望！”

在他们的持续治疗下， 男婴眼睛睁
开了， 开始好奇地四处观望， 因按
压穴位的痛感不时发出微弱的啼哭
声。

“孩子救过来了！” 在场的人都
松了口气， 凝滞沉重的气氛顿时轻
松起来。 姜会梨这才发现自己浑身
是汗。

列车到石家庄站后， 感激万分
的男婴家人辞别众人， 下车走向正
在等候的120急救车。 临别时， 热
心的乘客和徐东升他们一起纷纷掏
出钱塞给男婴家长， 嘱咐抓紧给孩
子看病。

“这次的经历刻骨铭心， 能学
以致用， 真真切切地挽救一条生
命， 增加了我对针灸推拿的信心，
更坚定了我从事中医的信念！” 徐
东升感慨地说。

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2020年将达30%

加拿大接受过学徒制
培训的男性工资更高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网9月10日报道，一项将220万
加拿大人作为研究样本的学徒制调查结果显示：在加拿大，
接受过学徒制培训的男性工资最高： 高中毕业以上和拥有
职业资格的男性甚至高于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工资。

但是女性的调查结果却与男性大相径庭。 调查结果显
示： 接受过学徒制培训的女性工资要比没有接受过学徒制
培训的中学生、 大学生和有工作经验的女性工资低。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者莫利·甘德森和哈利·克拉辛吉斯
通过研究发现，男性学徒往往更向往建筑业和机械行业。在
这两个行业中， 接受过学徒制培训的男性工资高于男性高
中毕业生24%；高于其他男性工作者15%；高于学院毕业生
2%。

虽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资高于
学徒， 而且比高中毕业生工资高出40%， 但是由于大学生
的就业机会逐渐变少， 这个数字很有可能减少。

（李文婧 编译）

北爱尔兰家长教师呼吁
修改入学年龄规定

据英国BBC国际新闻网9月11日报道， 北爱尔兰的家
长及教师将组织游行， 目的是向政府施压修改现有的入学
年龄规定。

北爱尔兰规定儿童4岁入学， 是全欧洲法定入学年龄
最小的国家。 现在北爱尔兰的家长和教师将向教育大臣约
翰·奥多德施压， 呼吁其实行欲修改的入学年龄政策， 让
其更为灵活。 欲修改的新规定中将允许家长等到孩子5岁
时再将其送入学校。

由教师和讲师联盟支持的游行小组将在斯托蒙特游
行。 参加游行的人士表示现有的入学系统虽然可以适用于
大多数学生， 但是他们希望系统能够更为灵活， 让家长能
够决定何时把孩子送入学校， 因为有些孩子虽达到入学年
龄也很可能没有具备上学的能力， 这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
不利影响。 班格尔克兰德波耶小学校长朱莉·托马斯表示，
很多年纪过小的孩子会在学校感受到挫折， 而这种感觉需
要他们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适应学校生活后才能解
决。

（王岩 编译）

日本将着力加强
中小学英语教育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近日报道，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
省于8月30日公布的2014年度概算要求， 该省将斥资17亿
日元用于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 自2014年起，
为了在小学、 初中及高中阶段培养国际型人才， 日本文部
科学省将实施英语能力调查及英语教师能力提升计划等多
个方案。

英语能力调查， 主要是同外界的测试机构展开合作，
采用类似托福考试的形式对学生的的听说读写4项基本英
语能力进行测评。 并通过分析相关测试结果， 对基础教
育阶段的英语教学提供相应的指导意见。 英语能力测试
将于2014年起试行， 预计于2015年起作为正式测试项目
实施。

英语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则将同海外教育机构等第三方
组织机构展开合作， 培养英语教育方面的骨干教师及外语
助教等。 同时， 文部科学省曾在6月份公布的“第2期教育
振兴基本计划” 中对英语教师应具备的英语水平进行了说
明。 文部省将以此为依据对各都道府县的英语教师进行调
查， 公布调查结果并依此设定下一步目标。

（于帆 编译）

九成学生愿继续
参加“中国好作业”

本报上海9月19日讯（记者
董少校）2013“中国好作业”活动
今天在同济大学闭幕。 此次活动
吸引了5739名学生报名， 完成
3291份完整作业，互动者超过22
万人次。网上调查显示，喜欢该活
动的学生和家长比例、 愿意明年
继续参加该活动的学生和家长比
例四个数字都超过90％。

上海教育新闻网和《上海中
学生报》发起2013“中国好作业”
活动，并对515名学生和210名家
长进行了问卷调查。“走出家门看
世界”、“推荐你最喜爱的一本书”
等作业吸引学生参与较多。 调查
显示， 中小学生喜欢的作业类型
分别为创意类31.46%、 实践类
25.83%、科技类17.28%、人文类
14.95%、调查类9.13%。 家长最青
睐实践类作业， 对科技类作业支
持比例最低。

教师不占用休息时间授课 课程安排接受监督

宁波小学生每天上课时间不超6小时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记

者日前从宁波市教育局获悉， 为
了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行
为， 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
担， 宁波市教育局决定从2013
学年起， 在自律机制、 招生分
班、 课程计划、 作息时间、 作业
考试、 教材教辅和社会评价等7
个方面提出12条减负规定。

宁波要求各校成立由校长任
组长的规范办学行为工作小组，
每学期开学一周内将本学期的课

程安排、 作息时间、 课外文体活
动、 校历等教学活动安排在学校
宣传栏、 教室等醒目位置公示，
接受师生和家长监督。

宁波对作息时间、 作业考试
提出规范性要求： 小学、 初中学
生每天在校上课时间分别不超过
6小时、 7小时； 不组织通校学生
参加学校的晚自修， 住校生晚自
修每天不超过2小时； 教师不占
用学生的课间、 午休、 自修课时
间组织集体教学活动， 杜绝利用

双休日、 节假日时间组织学生集
体补课。 在作业方面， 分年段控
制学生作业总量， 小学一、 二年
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三至六
年级平均书面家庭作业量不超过
1小时， 初中不超过2小时； 教
师对学生书面作业全部批改， 并
及时反馈。 在考试方面， 小学只
统一组织期末考试 （考查）， 初
中只组织期中、 期末考试 （考
查）。 不公布考试成绩， 也不对
考试成绩进行公开排名。

宁波还强调了规范办学的相关
要求： 学校 （包括民办学校） 不通
过考试或变相考试方式招生， 公办
学校零择校或择校率控制在规定范
围内； 不分快慢班， 学生均衡编
排、 师资均衡配置； 按规定开齐开
足音、 体、 美课程； 认真落实大课
间活动和课外活动， 确保学生每天
1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时间； 每学期
开展1次征求不同层面学生及家长
意见活动， 征求意见后有汇总材料
和改进措施。

用音乐
启迪心灵

9月18日， 北京市丰台区
长辛店中心小学的学生在演
奏。 当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亲善大使、 指挥家郑明勋与法
国广播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一行
来到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中心
小学， 看望该校“北京小天鹅
管乐团” 的孩子们， 并和孩子
们一起参与音乐交流活动。 长
辛店中心小学少先队管乐团的
成员大多是北京丰台区的打工
子弟。

新华社记者 吴凯翔 摄

“最美学警”
李博亚重返校园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9
月18日下午， 铁道警察学院举
行了“李博亚事迹专场报告会”。
报告会上， 李博亚说， 有责任心
才能成为一名好警察。

新学期开学后， 经过一年多
的康复治疗， 凭借腿部安装的假
肢， 李博亚已经能够在平地上独
立行走， 生活上基本可以自理。
9月9日， 他重返校园， 对功课丝
毫不敢松懈， 每天都会上网观看
教学视频， 再结合课本知识， 综
合学习， 并通过网络和老师同学
进行交流。 李博亚告诉记者：
“大学毕业后， 我愿在母校当一
名警校教师， 让自己的梦想在更
多年轻人身上延续。”

据了解， 铁道警察学院在学
校设立了“李博亚班”，号召全校
学生争当“李博亚式”的好学生。

本报讯 （记者 刘磊） 记者
日前从成都市教育局获悉， 成都
数字学校已上线， 将为全市学
生、 教师和家长免费提供成都名
师的教学视频。 这不仅将减轻学
生学习负担， 也减少了家长送孩
子上培训班的教育支出。 数字学
校平台上的辅导课程每节视频在
10分钟左右， 方便学生重点学
习没弄懂的知识点， 满足他们个
性化的学习需求， 提高学习效
率。 数字学校目前已上线的教辅
视频以义务教育阶段的主要学科
为主 ， 明年视频总量将达到
3000个， 并逐步覆盖到高中、
职教、 成人教育和普通高校。 该
平台以学生学籍号进行身份认
证， 成都市所有学生都可凭学籍
号登录系统观看视频。

成都打造数字学校
给学生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