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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观察

教授要敢于对学生说“不知道”
■卢晓东

笔者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时， 遇见一
位学者， 他让我对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有了全新体会。

他是伯克利大学校长的国际事务特
别助理让·克罗斯基。 克罗斯基教授是一
名材料科学家， 除了开设多门专业课程
之外， 他每年秋季都为伯克利的新生开
设跨学科新生研讨课“音乐中的材料”。
在研讨课中， 他们一起拆开小提琴、 钢
琴……研究不同材质的琴弦、 不同材料
的琴身产生的不同声音， 从物理学、 材
料学和音乐三个维度引导学生从中学过
渡到大学的场域， 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克罗斯基教授在
教学方面投入很大的精力， 一节课内容
他的准备时间一般是10个小时。 他曾荣
获伯克利杰出教学奖。

在谈到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
克罗斯基教授讲了他的教学故事。

在他的专业材料科学课上， 有一名优
秀的学生课后找到他， 跟他说： “教授，
我要特别专注学习纳米科学， 在我40岁时
成为一名优秀的纳米材料工程师。” 他的
回答是： “孩子， 在你40岁时， 纳米科技
的人才已经饱和， 这门技术已经没有什么
潜力了， 你有可能找不到工作。” 学生听
到这个回答， 沮丧地离开了。

过了几天， 那个学生又来找他， 问

道： “那么， 在我40岁时， 什么科技会比较
有潜力， 会更需要人才呢？ 我现在要更加专
注学习那个领域的知识。”

他认真地看着这个学生， 慢慢地说：
“孩子，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自己找到答
案。”

克罗斯基教授对“钱学森之问” 的回答
就在这个故事里， 他的意思是要挑战学生，
这样学生才能超越教授， 超越既有的知识范
式。 笔者问克罗斯基教授， 在伯克利大学有
多少教授这样挑战学生？ 他的回答是， 在伯
克利大学的教师中这是常识。

克罗斯基教授对“钱学森之问” 的回答
集中体现为一种教学策略， 这种教学策略与
孔夫子“因材施教” 的传统呈现出不同。

“因材施教” 强调了“教” 的因素， 强调了既
有知识的权威和束缚， 但忽略了学习者要成
为什么人。 “因材施教” 的基本逻辑是学生
是一种木材， 教师是雕刻者， 教师在按照自
己的构想塑造学生的未来， 但我们很少注意
到这样传统的教育观念所蕴含的问题： 我们
的学生是生机勃勃的人， 他们自己会生长，
会质疑， 会超越教师。 我们的学生身上， 孕
育着最大的可能。 韩愈 《师说》 中说， “师
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但克罗斯基教授
似乎在传道授业解惑之外， 更加关注给予学
生更多疑惑， 以此成为学生的挑战者， 启发
他们超越教师。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兼元培学
院副院长）

校园代理、商家赞助、网络购物、分期付款……传统象牙塔正在受到外来商业文化冲击

聚焦大学校园商业生态

■通讯员 吴锡平 张运

在日益壮大的网购大军中， 大学生是其
中的一支强大军团。 去年11月，在人人网发
起的一项“大学生双十一消费行为” 的调查
中，近八成的大学生表示会加入购物大军。

从最初的商业赞助学生组织和校园活
动，到教材里插入广告、商业化包装的高校女
神评选，再到鼓励学生零首付、无抵押的分期
付款的超前消费……曾经作为象牙塔的校园
正越来越多地承受外来商业文化的冲击。

在利益至上的商业竞争下， 如何协调商
业诉求与教育本位之间的矛盾， 既保证高校
特有的独立性、 自主性和单纯性不受外界纷
扰，又能维护学生权益，找到商业时代背景下
高校消费需求和价值引领的平衡点， 成为校
园文化建设和高校管理不可回避的话题。

涌动
象牙塔里独特的商业形态

春日来临，购物潮再次翻涌，湖北某高校
新闻管理专业的小王和室友摩拳擦掌， 紧张
地守在电脑前， 准备参加某电商推出的定点
抢购。像很多沉溺于网络购物的学生一样，他
们被形象地称为“剁手党”。

远在千里之外， 扬州大学大三学生小张
也同样兴奋不已。 作为某网络分期平台的校
园代理，这几日肯定会赚个盆满钵满。

小王月均消费一千五， 刚买的苹果手机
就是分期付款完成的。 一年中小张的业务保
持了近100%的高速增长态势……

谁也没料到， 大学生网络购物市场会如
此迅猛地发展。趣分期、分期乐等专注大学生
分期购物的企业纷纷在校园里跑马圈地，明
里暗里的广告大战、市场争夺，几乎成为校园

里众人皆知的不能说的秘密。
“网购市场的蓬勃发展只是当下校园

商业活动的冰山一角。”扬州大学商学院院
长谢科进表示，如今的大学校园，已是高度
社会化的地方。商业文化异军突起，无疑是
当今校园最大的变化之一。

小张虽然只是一个学生， 但两年校园
代理的经历， 让他的商业嗅觉十分灵敏：

“当今青年独有的消费冲动、强烈的品牌意
识，使校园成为商家角力的战场。 ”

但与纯商业形态有别的是， 校园是学
术的象牙塔，限制多，争议大。在这里，商家
有所忌讳， 必然一改唯利是图的传统商业
模式。在教育与消费双向诉求的夹缝里，独
特的商业形态应运而生。

常态
商业化改变校园传统生活模式

“你是我的小呀小平锅，怎么爱你都不
粘锅……”几个月前，一首由扬州大学饮食
服务中心员工们改编的歌《小平锅》红遍网
络，上传当天点击量就超过了10万次。

《小平锅》一下子拉近了食堂和师生的
距离。“即使在大学， 也要自己去争取市
场。”该校后勤保障处副处长朱春生深有体
会， 后勤市场化改革是高校主动融入商业
社会的最突出表现，如今，坐拥客户、坐享
其成的格局早已不复存在。就在初春时节，
玉米炒葡萄、 西瓜炖肉……另类的大学食
堂菜一经推出，就受到学生的追捧，一度被
戏称为中国“第九大菜系”。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扬州大学教育超
市内，扬大牛奶、扬大蜂蜜、扬大红酒……
众多拥有自主品牌的“大学出品” 煞是抢
眼，该校也被网友笑称为“史上最自给自足
大学”。

商业形态改变着校园传统的衣食住行，
也改变了师生与管理者的思维方式。扬州大
学中药药理学专业博士生刘传敏一边做科
研，一边经营副业，在校门口设小炒摊点。一
时间，“扬大刘博士小炒王”风靡网络。

当很多师生为此不解的时候， 扬大机
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黄庆华则有着不同的
看法：“在新的市场环境和消费形态的影响
下，校园商业彰显着时代进步和个性解放，
而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 ”

冲突
校园成秀场考问商业道德

虽然， 备受争议的中国校花大赛在四个
月前落幕，但网上对大赛的吐槽声并未停歇。
从韩国选手入选“中国校园女神”到共青团中
央、全国学联否认参与该项目的评选，这场商
业选秀一开始就饱受争议。

“校园选秀”是商业触角延伸到校园最常
用的方式。 事实上，各类商业赞助的选美、音
乐、才艺、交友类选秀活动，早已成为当下大
学生最频繁的文娱活动之一， 也是大学生参
与现实社会的重要载体。

与大学生热衷于校园选秀相比， 部分专
家对此显得很冷静。 有“社会解剖师”之称的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尚重生
直言：“反对校花大赛， 这与高校和大学生的
价值定位不符。 ”他认为，选秀会将一些女生
引入歧途，引导她们追求消费青春与美貌，成
为“花瓶”。

除此之外，关于校园商业更多的争议则集
中在大学生自身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上。

上海某高校电气专业的唐宇强购买了一
部智能手机，分期付款，两年还清，每期月供
为106.73元，而其中的服务费就达到40元。两
年下来，小唐算了一笔账，要想得到一款市场
价为 800元的某品牌手机 ， 总支出达到
2561.52元，服务费将近1000元。

“这看起来不是帮助大学生完成电子产
品梦想，而是想要‘吸血’，是向大学生提供变
相高利贷。 ”小唐对此忿忿不平。

面对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很多高校显然
准备不足。 利益至上是商业文明最简单、粗暴
的行为准则， 这与由独立自主的人文精神、批
判与创新的科学精神、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化
合而成的大学精神很容易产生价值冲突。

“无论是商家还是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
德观、消费观和诚信观显得尤为紧迫。 ”黄庆
华表示。

包容
拥抱商潮需搭建精神围墙

不久前， 重新整合一新的扬州大学大学
生创业苗圃正式开张。 首批27个由学生自主
运营的商业机构顺利入驻。 苗圃内既有面向

学生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的电子商务平台，也有
3D打印等面向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高端企
业；既有清新时尚的主题咖啡馆，也有统筹公
益资源，提供公益营销的社会服务型企业。

除了搭建平台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商业活
动外，不少高校还因势利导地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诚信观。

去年“双十一”零点以后，往常已经断电熄
灯的华师大传媒学院的学生宿舍却依然灯火
通明。 据了解，这是为了方便学生狂欢购物而
开辟的绿色时光通道。

就在前一天，学校部分辅导员给学生群发
了一条消息：“童鞋们请注意用电安全，也请慎
重网购，别把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消费掉，更要
注意网购陷阱哦。 ”对于学校这一接地气的举
动，师生纷纷点赞。

“校园商业作为不可避免的存在， 应给予
其包容、引导和管理，应当在打造开放平台的
同时筑牢精神围墙，构建健康、和谐、文明的校
园商业生态圈。 ”黄庆华认为。

【微评】

重视消费道德教育
扬州大学党委副书记 叶柏森

“我消费， 故我在。” 受消费主义思
想的影响， 当前一些大学生存在着攀比
消费、 赶潮消费等诸多不良消费行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拜金主义和享乐
主义， 阻碍大学生思想的健康成长。 加
强消费道德教育，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已成为高校道德教育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消费， 以德而立。 高校要结合社会
实践和感恩教育等开展专题教育， 培养
学生对消费品的价值判断能力， 根据支
付能力有计划、 合理地进行消费,不盲目
跟风、 攀比,树立崇尚节俭、 适度消费的
观念； 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
育， 培养学生在消费行为中形成责任意
识， 坚持科学消费、 绿色消费， 以守正
出新、 明德至善的大学精神去滋养学生
心灵， 提高消费行为中的精神文化含量，
引领优秀的道德文化和社会风尚。

“寻药记”
发现专业之用
■吴奕 戴韵卿

当归、 虫草、 艾叶、 雪莲……近日， 江苏
大学药学院举办了一场药材展览， 展出的300
多种药材标本正是学生寒假返乡时寻找到的各
地代表性药材。

“寻药记” 是江苏大学药学院为本院学生
私人定制的假期作业。 寻药的同时， 大学生走
进自然， 观察乡变， 他们发现父母老了， 家乡
美了， 自己成熟了， 而对药学专业也爱得更加
深沉了。

寻， 需要发现的眼睛

“我们老家哪有什么药材？ 要完成也太难
了。” 该校制药工程专业大二学生王东淑觉得
这样的作业太“任性”。 提出这一想法的药学
院党委副书记刘正欣说， “寻药记” 就是一个
实践平台， 助推大学生走进社会、 了解社会，
自觉自动地让专业学习和实践活动联系起来。

回到学校， 宿舍里的小伙伴一聚， 王东淑
乐了： 湖北的同学带来了艾叶， 福建的同学带
来了凉茶， 东北的同学带来了人参， 来自天津
蓟县的她也带来了大山的馈赠———苦碟子， 大
家的此番寻访收获还真是不少。

王东淑的家乡是山的世界， 苦碟子对她来
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东西。 小学每天放学后， 她
都会沿路挖着苦碟子， 带回家做成凉拌菜吃，
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 苦碟子逐渐淡出了她家
的餐桌。 这几年， 村里招商引资进行了旅游开
发， 苦碟子又成了时新货， 前来旅游的顾客总
爱点上一份“大丰收” 凉菜拼盘， 苦碟子就是
其中主要的食材。

原先， 王东淑只知道苦碟子可以食用， 上
网查了相关资料， 才了解到它具备清热解毒消
肿的功效， 《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
《名医别录》 等古代医书对其早有记载。 “一
直生活在大山中， 却没有真正地了解大山。”
通过苦碟子， 王东淑学到了些课本上没有的知
识， 她也发现， 大山蕴藏着很多特色药材， 而
她只是缺乏了发现的眼睛， “大学生不能总是
沉溺于网络， 应该多走出去， 用我们的眼睛去
认知世界、 关照自我”。

访， 一次自主学习的机会

该校药物制剂专业大一学生买尔哈巴是最
用心的寻药人， 她收集的药材有： 黑种草子、
亚麻籽、 鹰嘴豆、 巴旦木等。 这位热爱家乡的
维族女孩家住新疆拜城县老虎台乡， 最初的目
标就是寻找具有新疆特色的传统药物， 让更多
的身边朋友了解新疆， 了解维医。

但最初， 对家乡药材毫不知情的买尔哈巴
一筹莫展， 不得不求助在街上卖传统药物的老
奶奶。 老奶奶只会用维语称呼那些药材， 为求
准确， 买尔哈巴去了乡卫生院， 向医生请教药
材的中文名称和具体功效， 还去当地药材店一
一求证。

“没想到自己食用的大麦、 巴旦木、 鹰嘴
豆竟然有很大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对人体
有很多的好处。” 寻访后， 买尔哈巴把自己的
发现告诉了爸爸妈妈， 别小看了自家做馕用的
亚麻籽， 它有改善炎症、 降低胆固醇、 减轻过
敏反应等十多种功效， 研磨后食用效果更好。

寻访过程一波三折， 买尔哈巴却觉得充满
了乐趣， 寻药让她走出了家门， 自己寻找， 自
己研究， 自己学习， 自己体验。 走街串巷的过
程中， 买尔哈巴发现， 家乡更热闹了， 建起了
民族文化街， 不仅有了传统餐厅、 西式餐厅，
火锅店也多了。 她也了解到， 鹰嘴豆、 黑种草
子等都是维吾尔族医生常用的传统药材， “传
统的中医药材能否和维医药材结合、 互通，”
买尔哈巴说， 这是她想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思， 自然馈赠能否持续

“都说冬虫夏草遍布西藏各地， 其实， 藏
北地区的冬虫夏草更出名也更珍贵。” 说起虫
草， 出身藏北安多县的康措禁不住有点自豪。

康措学的是制药工程， 定居拉萨的她为了
寻药特意回老家安多待了两天， 果然见着了牧
民亲手挖采的冬虫夏草。 和牧民聊天后康措才
知道， 去年挖到的虫草要比前年少了很多。 牧
民的感叹让康措深思， 挖虫草也是件靠天吃饭
的活。 “大自然给予了人类这么多名贵药材，
不能想采就采， 适度开采、 合理利用， 才能把
它们保护好。” 康措说道。

该校药物制剂专业大一女生马改玲对大自
然的馈赠也尤为珍惜。 夏天收割益母草， 晾晒
后卖给药店， 是马改玲家的一项重要收入。 所
以， 一提到家乡南阳的代表药材， 马改玲就想
到了益母草。 她说， 家乡的土地很神奇， 盛产
益母草这种草药植物，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尽自己所能去保护自然环境， 保持山清水秀，
以孕育出更多美妙、 神奇的草药”。

看完“寻药记” 展览后， 江苏大学药学院
院长徐希明说： “一个个药材标本各具特色，
寻药确实让大学生了解了家乡的药材， 加深了
对专业的认知， 也提升了大学生的环保意识。”

特别报道

学业观察

近年来，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大学校
园随处可见商业活动的身影， 并形成了独特的商
业生态圈。 商业大潮来袭， 是筑坝防洪还是开闸
放水？ 校园商业生态如何才能更加健康和谐？ 本
期聚焦校园商业生态， 探究各方的现实诉求与道
德责任。

———编者

国科大：本科招考院士领衔面试

日前，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
大”）发布2015年普通本科招生简章，该
校继续保持“小规模招生、精英化培养”
特色，在北京、山东、陕西等11个省市总
计招收333名普通本科生， 其中包括在
陕西、四川、云南等6个省招收国家面向
贫困地区专项招生“奋飞计划”中的30
名本科生。

今年国科大本科招生最大的变化在

于，该校实行“综合评价”选拔方式，新增加
了辽宁、山东、浙江、河南等四省。

据介绍，对于在数学、物理、计算机三大
学科竞赛中获得省级竞赛一等奖及以上的
考生，可以直接获得面试资格。 由院士领衔
的国科大面试专家组， 将采用临场抽签方
式，对随机编组的考生进行面试，且全程录
像，相关影像资料将留存备查。

（校报记者 陈俊佑）

校报动态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孙菊香“盛宴有约”时装发布
会，3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举行。 孙菊香是武汉纺大
第一个成立服装设计工作室的老师。 这些成衣有望今年九十
月份推向高档专卖店或者商场。

侯庆/图 彭阳慈航/文

图说校园

北中医：与华大基因签合作协议
3月25日， 北京中医药大学与华大

基因举行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共同助力
中医药“新医学” 发展。 此次合作将依
托双方各自优势资源和技术， 按照“优
势互补、 培养人才、 全面合作、 共同发
展” 的原则，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开展
中医药科学和现代组学创新性结合的新
医学研究及新型健康管理应用， 建设国
内首个新医学科学研究和应用示范基

地， 为促进传统中医药科学的创新性发展，
加速中医药“新医学” 研究成果的转化应
用和产业化发展助力。

在签约仪式上，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徐安龙和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作为双方代
表正式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签约
仪式前， 汪建董事长为全校师生作了题为
《基因科技造福人类》 的精彩学术报告。

（校报记者 肖连宇）

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