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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师生走进
“乡村学堂”

日前， 安徽巢湖学院师生赴合肥
市巢湖经济开发区半湖希望小学开展
“送科普进乡村学堂” 活动。 师生利
用日常生活中废旧物品， 手把手指导
学生制作实验仪器： 筷子提米、 水柱
顶球、 吸水喷泉、 水火箭， 一次次生
动的演示让孩子们体验到科学实验的
乐趣。

文/程乐华 周祥 摄/夏勇

■通讯员 钟源 杨阔

作为一名军事爱好者， 某大学大三
学生李林在一军事论坛上分享了几张自
己拍摄的低空掠过的飞机照片， 在回帖
中， 李林又将自己所收集的该型号飞机
相关资料发给了一名国外军事爱好者。
李林不知道， 他在不经意间就泄露了军
事秘密， 为外国情报机构收集中国相关
情报提供了便利。在李林看来，他并不是
故意泄露秘密、提供情报，仅仅是分享自
己感兴趣的东西。 但如果李林继续提供
相关资料，甚至从某个渠道收取报酬，那
么其“分享”行为就变成卖国行为，性质
也变成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

近日，《环球时报》报道了一起境外间
谍机构利用网络策反大学生的案件，让人
们不禁为大学生的网络安全状况感到担
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保卫部最近发布
了一组高校警情提示视频， 其中网络购
物诈骗、 网上中奖诈骗、 QQ盗号诈骗
成为警情重要内容， 视频中的大学生受
害者， 毫无防范意识， 像一只只“肉
鸡” 任骗子宰割， 让人看了连声叹息。

互联网兴起初期， 初涉网海的
大学生常常成为犯罪分子的“菜
单”， 而如今， 一些大学生则成为
网络安全的破坏者

要防范更要自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33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
示， 截至2013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
达到6.18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5.8%，
29岁以下网民占比57.2%。 而根据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 10个大学生中有7.2个
网民，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应
是网络最广泛的应用者和最积极的参与
者。 但是， 由于大学生普遍缺乏网络安
全意识， 落入陷阱或误入迷途的现象时
有发生。

有专家指出， 大学生网络安全问题
早期的主要表现总体可以概括为被伤
害， 像网瘾、 网恋、 网上被骗等。 而现
在， 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网络行
为失范甚至犯罪的新情况。

研究网络犯罪问题的河南工业大学
谢应霞教授认为，此类犯罪分为三类：一
是以网络为工具的犯罪； 二是以网络为
攻击目标的犯罪； 三是以网络为获利来
源的犯罪。

网络行为研究专家对大学生网络犯

罪行为类型做了如下总结： 一是制造、
传播计算机病毒或实施黑客行为， 危害
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 侵害公、 私有财
产获得不正当收益。 数年前让人闻之色
变的“熊猫烧香” 病毒出自大学生李俊
之手。 二是利用网络兜售、 抄袭他人论
文、 软件等智力成果， 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 如北京某矿业大学学生贩卖论文案
件。 三是利用互联网制作、 复制、 传
播、 贩卖淫秽物品， 妨碍社会管理秩
序， 《大河报》 曾报道郑州某高校大学
生因当色情网站版主涉嫌传播淫秽信息
被诉。

更有甚者， 一些大学生利用互联网
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或利用网络宣
扬封建迷信、 赌博、 恐怖、 邪教， 扰乱
社会秩序等。 专家呼吁， 较之常人网络
技术水平更高的大学生， 在网络安全领
域更当自律。

互联网是浩瀚无际的虚拟世
界， 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大学生，
如果缺乏防范意识， 极容易在布满
陷阱的互联网世界迷失

为何易掉入网络陷阱

江苏女大学生小尹在市区一辆公交
车上玩微信， 一下就“摇” 到了同车的

一个男孩， 男孩主动跟她打了招呼。 “当
时， 我觉得他谈吐挺有趣的， 又都是大学
生， 我们就相互加了好友。” 两人聊了10
多天后， 互有好感的两人开始以男女朋友
正式交往。 不久， 男孩向她借了2000元
之后就玩起了失踪。 小尹说， “要怪只能
怪自己太轻易相信陌生人。”

小尹的遭遇几乎是大学生网络受骗行
为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案例了， 但几乎每
天都在上演。 究其原因， 学者励骅认为大
学生正处于从“童年期” 向“成年期” 过
渡的心理学上称之为“狂风暴雨” 的阶
段， 年轻学子在这个阶段不幼稚， 但也不
成熟； 不依赖， 但也不独立； 喜欢自由，
追求自尊， 但又不能自主； 希望被社会接
纳， 渴望被他人肯定， 但又具有一定的叛
逆心理。 比如部分大学生发现大学生活并
不如自己所设想的那样， 现实与理想的冲
突导致一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者在网络上
寻求自我认同， 渐渐沉迷且无法自拔； 由
于涉世未深， 容易轻信他人， 导致财产和
人身安全受到侵害； 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
对网络“黑客” 充满崇拜， 并试图尝试

“黑客” 行为等。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 《互联网对新时期

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影响》 课题组认为， 网
络立法不完善是制度因素。 其调查发现，
现如今的网络犯罪大约有1%被发现， 且
在发现的案件中只有4%被指控。 造成我

国对新兴网络犯罪打击的力度如此之弱的
原因是立法的不完善， 使得对网络的管理
过于粗犷而又极不规范； 加之我国大多数
刑侦司法人员缺乏对网络的认识， 也缺乏
相关的网络知识， 还习惯性地沿用传统的
取证调查方法， 致使侦查破案效率很低，
对很多网络犯罪还无法做到法网恢恢， 疏
而不漏。 相对于网络犯罪的增长速度以及
网络犯罪的更新程度， 网络立法显得较为
滞后， 网络监管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的力度则显得极为不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专家蒋雪岩教
授认为， 这些因素导致大学生成为国内外
敌对势力瞄准的首要对象。 在互联网上，
有国内外敌对势力刊载的大量反动性及低
级庸俗的信息内容， 大学生因人生阅历尚
浅而缺乏对不良信息的辨别力和抵制力，
如果经常接触这些不良信息， 就会受到这
些不良信息的蒙蔽、 误导和侵害， 从而丧
失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甚至
走向叛国投敌的歧途。

互联网的开放、 自由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但是互联网的
这种自由也不是绝对的， 也是有度有
边界的

网络安全教育刻不容缓

近年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本科新
生到学校上的第一堂课， 是保卫部部长在
大操场讲授安全问题， 其中就包括网络安
全问题。 “如果我当时不是当做耳边风，
就不会被骗了，” 一个在网上购物而落入骗
子陷阱的学生在报警时后悔不已。

云南大学崔莹教授认为， 大学生网络
安全教育第一步是向大学生提供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 科技含量较高的网络知识。 山
西警官学院刘三满教授认为需要加强大学
生网络安全意识教育， 使大学生懂得如何
在网络中保护自己， 不要轻信他人， 更不
能随意地接受他人的邀请， 或将个人信息
告知他人， 避免受骗。

许多学者与专家指出， 要加强大学生
网络道德教育， 大学生要懂得不仅在现实
中需要尊重他人、 遵守伦理道德， 在虚拟
的网络里也要做到对他人的尊重。 国内著
名信息安全专家冯登国则一直呼吁加强大
学生网络法制教育， 互联网的开放、 自由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但是互
联网的这种自由也不是绝对的， 也是有度
有边界的， 这个度就是国家的相关法律法
规， 大学生要认识到哪些行为在网上是非
法的、 是法律严令禁止的。

校园锐视

画说校园

学业指导的“私人订制”
■本报记者 高靓 通讯员 张莉

“老师， 您好。 我是市场营销专业
2011级本科生夏晨， 想咨询选修会计
学专业双学位的信息。”

“在选修双学位之前， 你了解自己
现在的专业吗？” 面对一脸困惑的学生，
值班的魏老师示意她坐下， 递上热茶，
取出2011级修读计划， 开始帮她梳理
市场营销专业的课程流程与要求……

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对于这样的情
形并不陌生， 随着学生学业指导中心的
开设， 寻求“私人定制” 的学业指导在
学生中悄然兴起。

2012年， 西南财经大学为了推进课
程教学范式转变，促进学生学习理念和学
习方式改变，整合全校资源成立西南财经
大学学生学业指导中心。西南财大副校长
卓志认为，“中心的建立是学校重视学生、

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的重要表现，是以学
生为中心，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

针对不同情况的咨询学生， 中心设
立了“交叉值班体系”。 按照不同时期，
安排任课教师、 教学院长和教务部门老
师进行轮流值班。 值班安排公布在学校
主页上， 供有咨询意愿的学生参考。 除
此之外， 学生还可以向中心提出要求，
来预约自己有咨询意向的教师。 如果遇
到一时难以解答的问题， 中心值班老师
会详细记录， 待解决后， 对咨询者提供
跟踪式解答和辅导。

夏晨说： “以前老师都是上课来、
下课走， 虽然也会利用下课时间向任课
教师请教学业问题， 但对某些跨专业、
跨学院的问题， 并不能得到满意的答
案。 现在有了学业指导中心， 不愁没地
方找老师了。”

学业指导中心的背后是一个相当规模
的咨询辅导资源库，整合了教务处、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 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中
心、国际教育学院等部门教师资源。更难得
的是， 各院系专业教师比例占整个咨询团
队的一半以上。 西南财大教务处副处长王
远均介绍说：“我们的资源库里首批吸纳了
64名获奖教师和16名主管教学的院长，实
现了每个学院都有多名教师参与咨询工
作。教务处的每一名教师也都会参与进来，
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

除了师生一对一咨询外， 学业指导中
心还调动学生积极性， 成立学业指导中
心， 学生基层组织———爱学团， 实时反馈
学生的需求， 开展各类学习讲座、 专题沙
龙、 同辈交流会等， 希望通过同辈之间的
相互研讨和学习， 共同成长。

2012级学生敏敏就是“爱学团” 的
成员。 刚进大学时， 从高中到大学的落差

以及学习方法不当， 给这个来自宁夏的女
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学业指导中心
得知情况后， 联合经济数学学院的专业老
师、 心理健康中心的咨询老师以及学院书
记与辅导员， 从专业学习和心理疏导等多
方面对敏敏开展辅导， 帮助她成功地完成
了第一学期各门课程的学习， 顺利地适应
了大学生活。 后来， 敏敏主动加入“爱学
团”， 去帮助更多同学。

“刚开始， 学生从门口路过会好奇地张
望，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进来咨
询， 因为他们发现在这里能够获得帮助。”
魏老师翻开学生的预约登记表， 上面显示，
短短半天就有五六个预约记录，有来寻求创
新竞赛指导的，有对选课问题进行咨询的。

在夏晨离开之前， 魏老师拿出咨询表，
登记了她的基本资料和关于双学位的具体
问题， 并告诉她， 会为她预约一位会计学
院的老师进一步解答。

编者按：
你可以动动手

指， 就能够了解世
界各地刚刚发生的
新闻； 你可以躺在
寝室的床上， 聆听
大洋彼岸知名大学
教授讲的公开课；
你可以提出一个问
题， 然后收获陌生
人成千上万的解
答； 你可以足不出
户， 就采购到自己
心仪的物品……这
就是互联网， 给你
提供无限可能，扩
张你的视界， 丰富
你的头脑， 方便你
的生活。

也可能， 正和
你网聊的那个有着
粉红色昵称的网友
是一个大叔； 也可
能， 当你点开一个
视频文件时收获的
却是病毒；也可能，
你期待已久的网购
商品打开后却发现
是一块砖头； 也可
能， 你无心之下的
一次“分享”却触犯
了法律……这也是
互联网， 让你感叹

“很受伤”，存在信用
缺失， 充斥假冒伪
劣，模糊是非界限。

然而，你“赞”
或“踩”，互联网就在
那里，不增不减，不
来不去。 所以，对当
代大学生而言，增
强网络安全意识，
择其善者而从之，
才是正确的态度。

网络安全，大学生要绷紧的“弦”
中国农大农村发展研究会

学农爱农
为农服务
■通讯员 刘赟强

在中国农业大学有这样一群学生， 他们
因为学农、 爱农而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社
团， 并利用寒暑假走进农村开展社会实践，
而当他们要离开学校时， 那颗服务三农的理
想种子已悄然在心里扎根。 成立于20年前的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 (简称农研
会)， 已经成为中国农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和
成才基地。

以朴素情感相连

该校动科学院草业101班的学生王立萍
谈到为什么加入农研会时说， 这是偶然的选
择， 却也是必然的归属。 “当我离开黄土高
原踏进农大卸下行李， 我并不明白未来会怎
样。 但我知道， 那养育我20年的故乡， 那恬
静的乡村生活记忆， 都无法抹去、 更无法替
代。” 于是， 在选择加入社团时， 她填写了
印有“学农、 爱农、 为农服务” 的报名单。
在农研会， 许多学生都像王立萍一样， 对农
村、 农民、 农业怀有朴素的情感。

互不相识的学生聚在一起， 利用晚上课
余时间一起唱歌、 跑步、 交流， 很快就熟悉
起来， 农研会的学生把这种夜间交流称之为

“神州夜航”， 这一活动的宗旨是“野蛮体
魄， 文明精神”。 许多会员都忘不了参加

“神州夜航” 的情景。 王立萍说： “在我们
感到迷茫时， 是农研会的学长与学姐引领我
们穿越一个又一个惶惑和失落。 在这里我们
找回自信， 找回友情， 找回乐趣。” 而王立
萍笔下的学长、 农研会前任社长魏鹏兴同样
对在操场上的彻夜畅谈记忆深刻， “大家各
抒己见， 把自己对中国农村、 农业发展的观
点表达出来。 我们一直谈到天亮还意犹未
尽。”

用农业视角切入

为了增强学生社团的学习氛围， 农研会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 他们成立了学
习小组， 老会员带着新会员一起晨读、 自
习、 听讲座， 培养新会员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 他们设立了“老会员读书奖”， 由农研
会老会员孙亚清出资， 鼓励会员广泛深入阅
读、 提高会员素质、 推动理论型社团建设；
他们开展“求索园地” 座谈， 社员们积极参
与讨论并发表观点， 对社会现象尤其是“三
农” 问题热切关注； 他们还组织“三农视
角” 系列讲座， 校长柯炳生、 北京大学中国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
原司长郭书田等多名“三农” 问题专家与学
者都曾做客“三农视角”。

学习理论的同时， 农研会不忘积极实
践， 加深认识的同时也能切实为农村做些实
事。 一直以来， 农研会都是中国农业大学组
织的社会实践中主要参与力量。 在近20年的
寒暑假里， 共组织近4000名大学生走入农
村， 利用农大的科技优势以及信息资源为农
服务。 这些学生足迹遍布祖国30个省、 市、
自治区， 并在河南兰考等多个地方建立社会
实践基地。

拓家乡农业远景

在这些社会实践中， 最用影响力的当数
1998年开始的“我为家乡送信息” 活动。 每
年农研会都要给全国各地发放科技资料近
5000册， 农研会自主编辑的 《三农之友》 报
6000余份， 各种科技光盘200余张， 优良品
种数十斤到数百斤不等。 这项已经开展了多
年的实践活动， 每年都有四五百人参与， 成
为中国农业大学寒假社会实践的主要部分，
并得到清华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林业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积极响应。

“走访中， 我们给村民赠送了从学校带
来的蔬菜种子和有关农业科技的书籍， 还了
解了当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状况。” 去年寒
假， 农研会会员曾妮妮带着她的几位同学来
到自己的家乡柳州， 在当地农村开展调研和
支教等活动。 队员们来到当地石坪镇小学，
开展了薪火相传课、 乡土课程课以及理想启
蒙课， “孩子表现出的敏捷思维以及热情让
我们开心不已， 孩子对我们带去的 《乡村少
儿》 杂志也十分好奇和喜欢， 遗憾的是没有
多带去一些。” 在村委会的帮助下， 他们还
带着孩子一起唱歌、 做手工、 看电影 《狮子
王》、 给父母写信等， 对孩子进行知识、 理
想、 感恩等方面引导。

“曾经啊， 我们是那样的懵懂； 后来啊，
我们渐渐长大； 如今啊， 我们继续成长； 将
来啊， 我们要投身三农。” 农研会现任会长
周洋说， 假如再回到懵懂的大一， 面对多彩
缤纷的社团宣传单， 相信每个农研人仍然会
坚定地选择写着“学农、 爱农、 为农服务”
的那一张。

学业观察

有 资 料 显 示 ， 仅
2012年中国被境外控制
的计算机主机就达1420
余万台。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指出， 自1994年
互联网正式引入中国以
来， 经过这些年的快速
发展， 互联网已经成为
中国重要的社会基础设
施，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 中国互联网始终面
临黑客攻击、 网络病毒
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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