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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 网络文化工作室“乖乖隆地咚”
近日， 教育部公布首批20家大学生

网络文化工作室名单， 扬州大学大学生网
络电视台从全国申报高校中脱颖而出， 作
为江苏省唯一单位顺利入选。

“乖乖隆地咚”大学生网络电视台成立
于2011年，由学生自编自导，自主创作节

目， 陆续推出了《校园达人秀》、《情暖校园》、
《乖乖说新闻》等多档品牌栏目。4年来，该台坚
持线上线下并举，做“有看头”、“有导向”、“有
价值”的节目，并与地方电视台、优酷网、新浪
网等平台实时对接，粉丝近8万人，网络点击率
近50万人次。 （陈森青）

高校动态

“开学了， 上课了， 让手机好好休息一下！” 新学期， 常熟理工学院在课堂上推出了手机
袋， 每个班级一个大袋子， 方便学生在上课时安放各自的手机， 以帮助学生抵挡手机诱惑， 摆
脱手机依赖， 并逐步养成上课不带手机、 课堂不玩手机的好习惯。 吴春华 摄

画说校园

应用型高校建设
应更新“技术观”

■吴仁华

当下， 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
题是建设应用技术大学， 然而， 在众多的
讨论与研究中， 由于对“技术” 这一最基
本的概念未能清晰界定或科学表述， 导致
边界模糊、 众说纷纭， 从而引起混乱。 因
此， 要切实推动应用技术类型高等教育发
展， 必须先厘清“技术” 内涵并取得一定
的共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77年版的 《供发
展中国家使用的许可证贸易手册》 中给技
术下的定义是： “技术是制造一种产品的系
统知识， 所采用的一种工艺或提供的一项
服务， 不论这种知识是否反映在一项发明、
一项外形设计、 一项实用新型或者一种植
物新品种， 或者反映在技术情报或技能中，
或者反映在专家为设计、 安装、 开办或维修
一个工厂， 或为管理一个工商业企业或其活
动而提供的服务或协助等方面。” 这是迄今
为止国际上给技术所下的最为全面和完整
的定义， 应当是确定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
养目标较为适用的“技术” 内涵。 一般来
讲， 工程较多的焦点在实际经验上， 科学较
多的焦点在理论和纯研究上， 而技术则介
于两者之间。 但是，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使得
三者之间更加相互渗透与融合。 正是由于
技术的复杂性， 现实中讨论与研究应用技
术大学发展时就出现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对
“技术” 不正确或不恰当的理解：

一是“笼统” 技术观。 突出表现为不对
技术进行适当科学分类， 没有较清晰的界
线， 因而分不清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人才、
本科阶段培养的技术人才与研究生阶段培
养的技术人才的差别， 或者说分不清研究
型大学培养的技术人才与新建本科院校培
养的技术人才的差别， 统而论之， 泛而谈
之， 混淆不同层次、 不同水平技术人才的培
养要求与途径。 这极大地影响应用技术本
科办学定位的确立。 另外， 从产业发展看，
技术也有产业共性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与
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技术之分， 等等。 不
同发展水平及特征的新建本科院校就因为
这方面没有清晰界定， 而不能很好确定符
合自己实际的具体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二是“线性” 技术观。 突出表现为将技
术提升过程作为一种线性发展过程， 或是
将技术提高过程作为一个量变过程， 忽视
了相当多的技术所依据的基础理论知识处
于不同层面， 忽视了掌握较高深技术的专
业人才所需要的综合素质处于不同层面。
不是每种技术都可以在中等职业学校学习
后， 到高等职业学校去继续学习， 再到本科
院校本科阶段去学习。 简单的技术， 可以就
在中职或高职教育中来解决， 不必通过本
科阶段来训练。 同时， 高深技术如航天技
术， 则非有深厚理论知识与多学科团队合
作不可。 因而， 技术与职业教育体系不能纯
直线式地构建， 也不是可以直线式到达“顶
端”。

三是“孤立” 技术观。 突出表现为不了
解当代技术发展与科学、 工程等紧密相联，
尤其是不了解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
融合使得技术发展需要更多学科及更多知
识集成作为支撑， 忽视技术的复杂程度不
同从而对于技术的学习与掌握需要不同程
度的知识与技术的复合。 在信息化的推动
下， 随着工程的大型化、 复杂化、 智能化，
技术之间的关联度明显增强。 但是， 现实中
不少高校常常是孤立发展专业， 缺乏着眼
于产业发展与行业特色确立科学的专业发
展观， 造成专业之间联系不紧密、 专业之间
的合作不充分， 不能形成产业性或行业性
的技术优势。

四是“卑微” 技术观。 突出表现为相当
部分高校的领导仍然认识不到当代高等教
育发展的新趋势， 依然将培养学术型人才
作为所有大学的主要任务， 认为培养应用
技术人才低人一等， 因而， 出现了对应用技
术人才培养的歧视。 一些出身知名大学的
教育人士， 尤其是不少来自于具有博士学
位授权资格高校的新建本科院校领导， 对
于当代应用技术人才的特征与要求缺乏深
入了解， 还是以老眼光、 老思维来看待技术
人才与其培养方式。

（作者系福建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

一颗 上粘着多少智慧和美妙
———解一道任性的2015美术高考题

棒棒糖的诚意你都看得见

“棒棒糖是我们极为
熟悉的物件， 有些同学每
天都会含着棒棒糖画画，
以它为考题倍感亲切， 勾
起我们许多回忆与联想。”
参加此次考试的北京考生
李君在艺术爱好者的微信
群中发言。

“由于大学之前的美
术教育很少涉及到专业设计的课程与训练，
考题如果侧重考核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是
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应以设计为切入点
考核学生全面的综合素养。 ”宋协伟说。

在棒棒糖考题中， 有一部分是让学生
用文字和图对棒棒糖进行解读。

“我们的学生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
比如： 从社会角度可以对糖的存在价值、
食品安全事件等进行分析； 从科学角度可
以对糖的化学成分、 糖的物理特征等进行

阐述。 这种题型让既有专业水准又有思想深
度的考生脱颖而出。” 北京考生家长范琳也是
一位美术教师， 今年的棒棒糖考题一发布，
她就在网上和同行交流起来。

更有专家指出： 今年中央美院的命题思
路高度契合教育部高考命题改革精神， 有利
于选拔优秀的艺术苗子。

“我们将来的考试会出现不同类型的考
题， 考前培训无法猜测考题， 也无法根据之
前的优秀考卷的样子， 做出模式以让学生得
到高分。 我们正在努力建立更科学更具个性
化的招生系统， 杜绝可被社会培训机构套用
的僵硬模式。” 今年， 同样在考题上有创新的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的院长吕胜中满
怀希望。

一个关于棒棒糖的考试，只是整个招生考
试改革进程中的小小缩影，虽小但真诚，他们
用最真的心去遇见最好的人，用最诚的力量让
艺术教育的未来与更公平、更公正交融。

■本报记者 李薇薇

此方尘埃落定， 全国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配套措施和举措正显现千重翠；

那方水落石出， 中央美术学院本科招
考中该校艺术设计专业棒棒糖考题如月点
波心， 秀出招考姿态， 明白且大方。

“上午一颗棒棒糖， 下午还是一颗棒
棒糖， 央美的考题就这么任性”； “为棒

棒糖点赞的4个理由”； “吃完棒棒糖是不
是感觉自己是棒棒哒”； “100个人吃棒棒
糖有100个体会， 设计的魅力也在于此。
根据感受设计美好的事物， 为人而用。”
与文化及艺术密切相关的微博、 微信、 网
站， 这几日因棒棒糖考题被网友密集刷
屏。

一颗任性的棒棒糖， 百千招考的改革
滋味， 万般社会各界关注都融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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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而一些农村孩子再有艺术天赋都因为
缺乏有针对的培训而落榜。”

但提及今年的“棒棒糖” 考试， 戴老
师的眼光明亮起来。

“设计不再是一个需要拥有单一能力
人才的学科。 我们由原本的命题创作回归
到单体物品的写生， 杜绝了背题、 套用的
做法， 以更朴实、 更明确的方式考核学生
的综合分析能力及综合素养。” 央美设计
学院副院长宋协伟的思考似乎就是戴老师
眼中那一道明亮。

以棒棒糖为考题， 看似简单而普通的
事物， 却带有策略性的考虑。 “今年的考

试科目从多年沿用的考核四科 （设计素描、
速写、 设计色彩、 创意设计） 改为考核两科
（造型基础、 设计基础）， 考试科目调整更加
集中考核考生的两个极端的能力， 一端为基
础造型能力， 另一端为综合设计的应变能力。
这两种能力也是考生将来进入央美设计学院
学习的基础。” 宋协伟说。

毫无疑问， 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直接决
定招收具备什么素养的学生。

“此次高校招生改革即是对学生的考验，
更是对学校的考验， 学校能否设定一套合理
并且有效的考核机制是选拔合适人才的关
键。” 苏新平说。

中国科大： 管理学院步入国际精英商学院行列
日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宣

布该院正式通过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 （简
称AACSB） 认证， 成为中国大陆第十家
通过AACSB认证的单位， 同时也是全球
首家按照AACSB最新标准获得国际认证
和国内首家EDP （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
项目） 获得认证的单位。

AACSB是世界上拥有会员最多、 历史最
为悠久、 认证内容最全面的商学院联合机构，
最先是由哈佛大学、 康奈尔大学等17所知名
大学商学院联合发起， 于1916年成立于美
国。 目前， 全世界不到5%的商学院取得了这
项精英认证。

（刘爱华）

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近日，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筹备委

员会， 公布了2014年对138个专业开展工
程教育认证工作的最后结论。 福州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顺利通过全国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

通过工程教育认证， 意味着该专业
毕业的学生可以在 《华盛顿协议》 相关
的国家或地区按照职业工程师的要求，
取得工程师执业资格， 为工程类学生走

向世界提供具有国际互认质量标准的通行
证。 《华盛顿协议》 是工程教育本科专业学
位互认协议， 其宗旨是通过多边认可工程教
育资格， 促进工程学位互认和工程技术人员
的国际流动。

此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认证期限为
三年，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 其间毕业的
学生将享受在华盛顿协议国家工程学问互认
的国际待遇。 （许晓凤）

迟颖 绘

棒棒糖的味道谁也抢不走

“艺术设计专业考题：
造型基础之棒棒糖；设计基
础之棒棒糖，要求考生将所
发的棒棒糖吃掉，并根据自
己吃后的味觉感受，按照原
品牌展开后的糖纸中的基
本元素进行再设计。”

此道与棒棒糖紧密联系
的考题，让中央美院在自主招生的全新变化
之年跃上潮头。

“和往年相比较，2015年本科招生
在招生专业上新增了实验艺术专业，并
实行单独报名、考试、录取。部分招生专
业在考试科目方面也略有调整，其中艺
术设计专业科目调整为‘造型基础’和
‘设计基础’两门。”中央美院招考处处
长钟平介绍了该校今年的招考变化。

通过对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政策条分缕
析，可感受到，其中力求的是回归选拔有特
长学生的本源。 这就要求招考高校要在公
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做到择优录取。

作为本身就讲究不走寻常路的个性
风格又极具性情的艺术院校，如何能更加
规范而又不伤艺术特质地做到？

让我们暂把目光投向中央美院的周
边。该校周边有一个见怪而又无法怪的现
象，就是不计其数的各类艺术培训班占据
了与该校相毗邻的社区和街道。快到考试
季时，打着各种培训标语的车不舍昼夜地
穿梭于考生出没之地。

“学校周边的各种考前培训班里就有
数以万计的学生。 培训机构参照的就是以
往的招考模式， 而且他们都是照着套路训
练学生，我们不改变，此种唯利是图、机械
式教学的考前班会越来越兴旺。”中央美术
学院副院长苏新平的思索无疑就是该校此
次招生考试改革的外因。

一所顶尖的艺术院校的优秀人才选拔机
制不能被外来的和尚念歪了经， 更不能让优
秀人才被那些冰面上盖房子———不牢靠的培
训机构带入歧途。

“如果是怀着提升学生素质或培养审美
能力的目的而办的培训机构，我们不反对。但
如果只冲着应试的目的，急功近利，导致学生
过早形成对艺术的误解或误判， 这是无法容
忍的。”苏新平说。

事物向前发展，认知也会愈加深刻，要不
被人牵住鼻子，就得勇于改变。

怎么迈出第一步？
“我们组织招考委员会开会，主要讨论如

何解决应试问题，各专业在出题时，要避开以
往培训机构都熟悉的模式， 改变出题的方式
和内容。”苏新平说。

经过几次这样的会议之后， 该校设计学
院首先进入了改革的车道。

设计学院在研究生招生考试时， 从户外
随意拣一块小石头作为设计载体， 本科生招
考时又以一颗棒棒糖，粉碎了各类靠着“背”
模式而活的培训机构的“玻璃心”。

而建筑学院的素描考题“一只手的表
情”，实验艺术学院美术鉴赏考试也让诸多培
训机构多年来建立在“模式”上的培训理念彻
底崩塌。

在考试结束后，某培训机构著文感慨：不
得不承认，棒棒糖的考题并不是在哗众取宠，
中央美院也和世界上的知名美院一样， 所要
的不是复制， 他们和艺术一样需要有灵性和
创新的人。

陪孩子一直在央美附近培训机构复习的
考生家长韩女士，对这样一场“吃棒棒糖，画
棒棒糖” 的考试有自己的解读：“央美愈发注
重对学生艺术底蕴和思维力的整体考察， 也
更加注重人本体验， 这也是艺术追求的终极
目的。”

棒棒糖的考核猛烈而稳健

吃了一颗有着平
民化脸谱的棒棒糖，就
能寻找到艺术的真谛
吗？就能看见艺术梦想
闪闪发光？

一项有良好愿望
的改革要有完善的理
念和长效的机制。

多年来，艺考的市场与考场从
未冷清过，伴随着喧嚣培训市场而
出现的是各种模样的激烈竞争。一
些培训班为了让考生短期速成，以

模仿、背题和套用考题等的方法进行培训，而非进行
真实艺术能力的提升与对事物敏锐观察力的培养，
导致学校在招生时， 无法从试卷中对学生的综合能
力与素质进行准确的判断， 学生生源质量也因此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江苏农村某中学来京陪学生考试的戴老师，
每年都会带着极有天赋的学生来京进行短期培训，
但这样做就是为了寻求一些安慰， 他说他的学生永
远不可能在中央美院附近租房子进行长达一年甚至
更久时间的培训。

谈起考前培训， 戴老师的神情一度落寞：“从往
年的经验来看， 确实经过培训的学生更容易考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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