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易鑫 编辑：唐琪 设计：吴岩 校对：唐晓华
新闻 要闻·

2015 年 5 月 4 日 星期一 04

郑州师范学院：

电商基地两年培训5000人

本报讯（记者 陈强）郑州师范学院创建的河南省电子
商务继续教育基地， 成立近两年来已培养输送电子商务人
才5000多名。基地的特点是既是教育机构也是经营实体。

郑州师范学院于2013年在软件学院的基础上， 与河
南省网络营销协会共同建立了河南省电子商务继续教育基
地。 基地采取高校、 企业、 行业协会合作的方式， 将国内
外知名电商平台———阿里巴巴、 亚马逊、 京东等电商大腕
引入基地。 同时， 直接引进河南当地名牌———众品、 好想
你等参加培训和实训工作。

基地采取课程培训、 节假日培训和地市巡讲等形式，
设置了基础班、 进阶班、 精英班3个层次进行培训， 并采
取体验式孵化和创业式孵化两种方式， 让学员进入体验区
进行模拟实践。 “可以在校孵化， 由厂家提供一手货源，
让学生亲手经营产品， 赚取提成； 也可以在企业孵化， 基
地通过协会推荐优秀学员到企业实习， 将成果用于电商实
践。” 基地办主任说。

愿做星光，为乡村孩子引航
——“五四”青年节前访支教志愿者
■新华社记者 荣启涵 肖正强

离开繁华都市， 他们选择成为
支教老师，在偏远的乡间学堂，为当
地带去思想的冲击和改变的力量。

来山里，做你们的水手
26岁的史墨毕业于上海大学

计算机专业。 来甘肃会宁县杨崖集
乡罐峡小学支教前， 他是1名新东
方的数学老师，言语中透着幽默感。

因为取水不便， 史墨改掉了每
天洗两次澡的习惯。 学校还没接通
网络，为了下载教学资料和音视频，
他每一两周会去一趟城里。“先用
45分钟从山路走到公路， 再用1小
时走到青江驿才能坐上车。”他指了
指窗台上新刷的回力鞋， 说自己1

年已经穿破了两双。
2014年12月， 正是西北寒

冬，因为史墨设计操办的一场“圣
诞联欢会”， 让整个小学沸腾了。
为了激发孩子们的自信心和创造
力，他提前一个月组织排练，鼓励
学生要敢于展现自己。

演出那天， 学生的家长都来
了。“从没想过我娃能跳得这么
好。”史墨说，那以后，家长不再阻
止他教孩子课本外的知识了。

“你有什么样的理想？”
“我一直想做个水手， 估计

没机会了。 不过， 我可以做学生
们的水手。”

在高原，播种春天
海拔近4000米的康定县贡

嘎山乡玉龙西村信号不稳定， 无数
次电话之后， 记者终于联系上了杜
爱虎，他已在这里支教4年。

杜爱虎2009年本科毕业后曾
在这里短期支教。2010年， 他从成
都骑行到拉萨旅游途中， 又一次见
到了孩子们。 他发现， 师资依然匮
乏， 部分志愿者中途退出……再看
看学生们， 对自己去年教过的东西
已经生疏。他当即决定放弃旅行，又
教了1个月。

2011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
后，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他毅然回
到自己曾两度支教过的高原山村。

“为何要放弃城市工作机会？”
“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是放

弃。”
在他到来前， 玉龙西村小学只

有1名老师，如今已经发展到7名教
师，其中5名是支教志愿者。结合自
己4年的体会，杜爱虎说，年轻的志
愿者有激情， 但容易来得快去得也
快，要用心去感受乡村教育，让自己
沉下来。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毕业于青海湟中县第一中学的

毛雯芝，今年夏天又要回到母校。
这一次，她将以清华大学第17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身份， 从课
桌走向讲台。自1998年起，清华大
学已经有16批240名支教志愿者前
往西部地区担任1年期的教学。

作为受益者和传承者之一，毛
雯芝说：“我去了又回， 希望做一份
回馈和传递， 让更多家乡的孩子也

看看外面的世界。” 除了教知识以
外，支教老师年轻、眼界开阔，更能
理解学生的想法， 他们能给乡村学
生更多精神上的帮助。

在支教时， 读懂中国乡村和教
育。 许多支教的志愿者都会提到

“改变” 这个词。 他们试图带来改
变， 用自己的所知所感， 让学生看
看外面的世界； 他们也同时改变着
自己， 在选择的责任和书香里， 让
躁动的青春沉静下来。

在史墨书桌上， 摊着一幅未完
成的数字油画， 是梵高的 《星空》。
史墨说， 他常常晚上坐在窗前， 看
着山里明亮的星空， 画着“星空”。

也许， 支教老师原本就是星
光。 即使无法照亮整个夜空， 也能
以独特的力量指引孩子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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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

邀企业专家做学生创业导师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近日， 椅子网首席执行官孙兆
华走进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为大学生介绍行业发
展前沿， 开展就业创业指导讲座。

以强化过程的校企深度融合为抓手， 构建创业教育体
系， 是应用科技学院强化创业教育的着力点。 去年， 学院
与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成立宝瑞通创业基
金会， 用于支持学生创业项目。 学院构建了以创业课程、
创业培训、 创业孵化等为内容的创业教育体系， 并邀请行
业企业专家与专业教师和辅导员共同组成学生创业“双导
师” 队伍， 为创业教育提供师资保障。

“学院成立了创业中心， 在创业项目立项与推进、 中
期检查、 项目结题和验收等环节强化过程管理， 确保创业
教育质量。” 应用科技学院党委书记潘宏波说， 截至目前，
学院创业大赛入围的7个项目中， 已有3个重点项目成立
实体公司， 并进入正式运营状态。

中国大学以极具历史担当的箴言警句为校训，作为引领大学生的精神航标

青春，从铭记校训起步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李云路

韩淼

96年前，浩浩荡荡的“五四”爱
国运动激荡中华大地，“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风起云
涌。 从北京大学倡导“思想自由，兼
容并包”，到清华大学将“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作为校训，中国的大学纷
纷以极具历史担当的箴言警句为校
训， 作为引领大学生和青年的精神
航标。

去年五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
北大师生座谈时， 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大处着眼，进一步提出“勤
学、修德、明辨、笃实”八字，与高等
学府的校训相映照， 对大学生和广
大青年提出殷切期望。一年后，新华
社记者重访北大等知名学府， 在温
故知新中， 感知中国青年与时俱进
的青春脉动。

求实
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京

师大学堂成立时，曾将“为之则易，
不为则难”作为校训。 在上海，几乎
诞生于相同时代背景下的南洋公学
（今上海交通大学），也将“求实学、
务实业”作为办学宗旨。

观察人士发现， 令几代中国青

年难忘的那些校训箴言， 皆与时
代脉搏呼应，始终观照现实。起于
抗战烽火之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将校训明定为“刚毅坚卓”。诞
生于1958年、见证新中国建设高
潮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则将“红
专并进，理实交融”作为校训，让
激情燃烧的岁月照进现实。

今天， 海峡两岸的清华大学
都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
校训。“这八个字取自《周易》，与
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同时又
高扬了五四精神。”清华大学原党
委副书记胡显章回忆， 清华八字
校训无论是在抗战的艰苦卓绝
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研制“两弹
一星”的漫长攻关时期，勇于冲锋
陷阵的清华人， 都是校训的最生
动体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说，校训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中国
高等学府中普遍把青年对国家和
民族的责任担当放在首位， 目的
在于培养更多有为青年， 为国家
发展和民族复兴服务， 为人类的
进步服务。

一份对100多所中国高等学
府校训的统计显示， 出现频次最
高的词是“求实”，其次是“创新”、

“博学”、“厚德”，一个‘实’字始终

贯穿于不同时代、 不同环境的校训
之中。

全国共青团青年研究工作基地
专家、复旦大学副教授郑长忠分析，
从五四到改革开放， 再到习总书记
提出“勤学、修德、明辨、笃实”，都离
不开“实”字，没有了“实”，青年很难
肩负起历史重任。

笃行
从一名北大学生， 到在北大从

事学生工作的教师，“90后”樊桔贝
在过去近两年里完成了从书斋到社
会的身份转变。

去年五四亲历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大座谈的樊桔贝， 对总书记有
关“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的比喻印象最深。“现在刚刚走上工
作岗位， 每日清晨打扫办公室时都
会提醒自己———‘走好第一步，扣好
第一颗扣子’。 ”她说。

“校训具有烙印的性质，好像一
个紧箍咒。 ”生于1984年的清华高
才生曾维康说。 他在毕业那年放弃
了一份可解决北京户口的高薪工
作， 自愿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基层
乡村服务。

对小曾来说， 清华校训在他人
生的不同阶段都具非同寻常的意
义：“求学之初， 特别看重校训中的

‘自强’二字；择业之时、工作之后，
到了基层，你不应再顶着‘清华’的
光环，而是要脚踏实地、敢于担当，
勇于拒绝各种诱惑。 ”

在南京大学研究生陆佩眼里，
南大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传
递的是一种求实苦干的治学精神以
及作风， 这体现在学术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校训的潜移默化之下，我
觉得自己对学术能更专注、更实干、
更严谨”。

在北大从事学生工作的樊桔贝
认为， 在“勤学、 修德、 明辨、 笃
实” 八字中， “明辨” 正越来越具
挑战性。 她说： “从书斋到社会，
年轻人必然面临各种思潮的冲击，
在面对泥沙俱下的信息时， 年轻人
应当有甄别的耐心、 判断的智慧、
行动的勇气。”

离开大学校园近一年的李明
臻， 对母校复旦大学的校训———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有了
更深的理解。 她说， 校训对自己的
影响， 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她建立起
理性思辨的能力。

追梦
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

说：“北大是常为新的， 改进的运动
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

道路走。 ”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与北大师

生座谈时不仅忆起这番话， 还热切
希望“北京大学通过埋头苦干和改
革创新， 早日实现几代北大人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

到2020年， 中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之时， 不仅80后、 90后将
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后继的
在校大学生， 也就是21世纪出生
的一代新青年， 也将大批进入高
校， 成为国家未来50年的希望之
才、 关键之才。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
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专家分析，今日
大学校训中最常见的“求实”和“创
新”字样，已经与“勤学、修德、明辨、
笃实” 八个字一同融入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系统中， 它们共
同为青年一代努力实现中国梦注入
精神动力。

“转型期的中国， 需要青年们
既能仰望星空， 又能脚踏实地。”
张颐武指出， 无数例证说明， 今天
中国的青年学子比过去任何时代的
年轻人都更乐意融入全球化的创新
浪潮， 他们渴求激扬青春、 开拓人
生、 奉献社会， 通过敬畏、 铭记、
笃行校训， 最终与实现个人梦想与
中国梦同步。

同济大学：

面向农村招收优秀理科生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同济大学日前发布2015年
“筑梦计划” 招生方案， 面向农村生源选拔优秀理科学生，
向符合条件的考生提供20分至60分录取优惠。

“筑梦计划” 面向边远、 贫困、 少数民族等地区县以
下农村地区， 招收具有明显专业兴趣、 学科特长、 创新潜
质， 身心健康且品行优良的优秀理科学生。 考生采用自荐
方式选择6个招生专业 （类）， 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农
村学生单独招生报名系统” 报名申请。 同济大学进行初审
并公示， 6月组织综合面试。

被认定为2015年入选“筑梦计划” 的考生， 有望在
高考录取时获得同济大学在当地模拟投档线下20、 30、
60分， 且不低于考生所在省份同批次同科类录取控制分
数线予以录取入选专业 （类） 的优惠政策。

/每/日/传/真/ ■■

上海去年资助大学生逾24亿元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上海市高
校学生资助工作会议获悉， 2014年上海高校共资助学生
196.8万人次， 资助总金额24.13亿元。 上海市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同时揭牌， 该中心负责从学前至研究生全学段资助
管理工作， 统筹安排资助， 合理使用资助经费。

高校辅导员南宁比拼职业能力

本报讯 （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吴达慧） 近日， 第
四届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第四赛区的比赛在广西
大学开赛， 来自广西等6省区的60名高校辅导员参赛。 此
次比赛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主办， 第一阶段为笔试、
主题班会、 案例分析； 第二阶段为主题演讲和谈心谈话。

青海师大博士成果登上《科学》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近日， 青海师范大学生命与
地理科学学院侯光良、 鄂崇毅两位博士关于史前人类在青
藏高原活动遗迹的研究成果， 被 《科学》 杂志作了综合报
道。 侯光良一直致力于研究环境演变与人类响应、 适应的
课题。 鄂崇毅主要从事第四纪地质与全球变化研究。

四川农大每年投百万奖教学

本报讯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喆） 四川农业大学
从今年起每年将投入100万元， 奖励本科课堂教学优秀教
师。 设特等奖10名， 每人奖3万元； 一等奖40名， 每人奖
1万元； 二等奖50名， 每人奖6000元。 特等奖由全校统一
评选， 一二等奖按教师数额、 课时数量配额到各学院。

12335企校对接活动举行

本报讯 （实习生 张心怡） 为更好地促进校企人才交
流， 加大商务人才培养力度，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近日
在北京举行“12335企校对接活动暨企校交流会”。 2015
年“12335商务知识竞赛” 同时启动， 该竞赛是面向全国
财经类院校的商务技能竞赛， 至今已经举办了3年。

“心悦阅读课堂”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翁小平） 近日， 由北京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主办的“携爱成长———青少年公益课堂进社区‘心悦
阅读课堂’” 活动在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启动。 中国
人民大学教师朱子辉以 《弟子规》 为切入点， 与学生和家
长分享了如何阅读以及阅读传统经典书籍的重要意义。

快乐奔跑

4月29日，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小
学举办了以“奔跑吧， 中国少年” 为
主题的校园体育节启动仪式暨校园亲
情运动会。 全校5000多名学生和家长
欢聚一堂， 尽情享受体育锻炼带来的
欢乐。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南航大学生“金点子”解商家配送难题
■本报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李小珊

“看，只需在手机上轻点3下，屏
幕上立马跳出‘某快递员马上来
取’。”这几天，南京市江宁区的一位
卖粥大妈很高兴， 想做外卖生意的
她，曾一直为缺配送员的问题烦恼。
现在， 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生
开发的微距配送手机服务平台———
“邦跑跑”，解决了她的心头之忧。

“配送是不少餐饮商家的痛
点。 ” 阮磊是南航大四学生、“邦跑
跑” 运营总监。 大二就开始创业的
他，搭建过任务交易、跳蚤市场、校

园生活服务等多个网络平台，还
曾在南京市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
拿下一等奖。 在长期做电子商务
的过程中， 他和学长张小龙发现
了这个商机，创建了“邦跑跑”。

阮磊告诉记者， 商家雇配送
员成本挺大， 外卖订单量的波动
也会造成人员的浪费。 “能否让
本区域的商家共享本地配送员，
让一名配送员能一次配送同方向
的更多订单？ 我们搭建平台， 让
商家和本地配送人员入驻。 通过
商家发单， 配送员抢单的模式来
解决配送问题。” 经过市场调研，

他们发现， 一单外卖的配送成本平
均在七八元， 而利用这个平台费用
能压缩到3至5元。

“邦跑跑” 有众多创新点： 便
捷的发单系统和在线支付方式， 3
公里以下更精细的区域划分， 多个
商家共享本区域配送人员， 降低配
送成本等。 最值一提的是， 通过这
个开放平台， 人人都能成为兼职配
送员。 张小龙说， 最初他们招来的
配送员是全职， “没单时也要养
着”， 公司反而赔钱。 能否利用身
边有空闲的人抢单完成配送？

于是， 平台又开发了“申请成

为配送员” 功能。 记者了解到， 目
前试点运行的江宁托乐嘉商圈已有
40多名大学生配送员， 还有送报
员、 送奶工和家电维修服务人员
等， 大家利用闲暇时间兼职配送，
每天收入能达200元。 一对南京普
通夫妻， 如今被称为“邦跑达人”。
“我们夫妻俩， 一个是麦当劳的配
送员， 一个是送报员， 一个抢单一
个配送， 每天都能接100多单。”
妻子谷文玲笑着说， 按照目前每单
3元的配送费来看， 他们每人每月
能增加4000元收入。

张小龙表示， 下一步， 他们计

划在南京推广配送平台。 “南京每
天有数万的配送需求， 高峰期甚至
能达10万到20万单， 市场前景广
阔。 ”张小龙说，“不过，我们的目标
不仅是做一个送外卖的平台， 还希
望以做外卖配送为切口， 渗透到本
地生活配送的各个领域。 随着时代
的发展， ‘懒人’ 越来越多， 将会
有越来越多送货上门的需求。 比如
买一个电饭锅， 网购最快第二天才
能到， 周围的超市有却没人送。 我
们可以帮你去买， 一小时送货上
门。 这将是我们市场的一个爆发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