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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 少年班迈过青春期
■本报记者 储召生

通讯员 蒋家平

“天雷滚滚”。 6月19日， 电影
《少年班》 全国公映，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少年班大四学生廖羽晨给出了如
此评价。 廖羽晨只是看过电影的预告
片， 但他从孙红雷、 周冬雨等演员阵
容里， 本能地觉得会很不靠谱。 不
过， 他对此并不十分反感， 反而想看
看电影里的少年班到底是啥模样。

对于今天50岁左右的人们来说，
中科大少年班是一个奇迹。 1985年
前后， 这个奇迹曾被国内众多名校效
仿， 但没过两年便又纷纷停办； 此后
多次被社会关注， 却往往是一些负面
的新闻。 人们并不知道的是， 经过37
年的创新实践， 中科大少年班已与外
界的印象、 电影里的描写大不相同。

“早出人才” 已成往事

不许接受媒体采访， 是中科大少
年班与学生、 家长共同定下的“铁
律”。 其实在中科大校园里， 你很难
分辨出少年班学生的身影； 少年班所
在的教学楼， 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
倒是邻近的水上报告厅， 曾出现过霍
金、 杨振宁、 李政道、 丁肇中等众多
名人身影。

“早出人才、 快出人才”， 是建立
少年班的初衷。 1978年中科大少年
班成立时， 十年动乱刚刚结束， 百废
待兴的中国急切需要大量人才。 当
年，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认
为， 理论物理学家大都在20岁左右
出成绩， 因此向中央领导建议像艺
术、 体育那样从小培养理论人才， 终
被采纳。 于是， 一群13岁上下的少
年来到了中科大， 特别是经过媒体广
泛宣传， 一时名动天下。

中科大少年班的成绩单也是优秀
的。 据统计，少年班至今已毕业2910
名本科生，90%以上考取国内外研究
生。 他们当中，18.5%供职于科教界，
至少有200人成为国内外名校和科研
机构教授，其中2人当选美国科学院院
士、7人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5人当
选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
72%活跃在企业界、金融界，其中在世
界500强企业任职的达到35%。“在全
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也很难找到一个
单个学院有少年班这样好的人才培养
成绩。 ”中科大少年班负责人陈旸说。

但少年班的培养模式一直受到社
会的质疑。 特别是首届少年班学生，
曾被媒体追捧为“第一神童” 的宁铂
一度生活失意、 继而遁入空门之后，
一些媒体开始给少年班加上“拔苗助
长” 的标签。

其实， 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轨
迹相似， 37年来少年班本身也在转
型， 原先“早出人才、 快出人才” 的
宗旨早已模糊， 甚至连少年班的学生
构成也在发生改变。 少年班由当年的
一个班， 目前已成长为一个以“少年
班” 命名的学院， 其中也体现了培养
宗旨的改变。

目前少年班学院由三部分学生组
成。 其一是传统模式的少年班学生，
他们是年龄16周岁以下的非应届高
中毕业生， 先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再
通过集中复试、 录取入学； 其二是教
改试点班 （俗称“零零班” 或“蛋蛋
班”）， 从当年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中

选拔产生； 其三是创新试点班， 对象
是年龄17周岁以下的非应届高中毕
业生， 通过先进行综合面试， 再参加
全国高考的方式录取。 通过这三种选
材模式进入少年班学院的学生每年大
约300人， 其中少年班50人、 教改试
点班100人， 创新试点班150人。

记者此次在中科大采访接触到的
少年班学生中， 有喜欢马拉松的大男
孩， 有酷爱弹琴和跳舞的小女生， 他
们和其他大学生并无特别之处。 少年
班学生大二之后要进入其他学院， 和
非少年班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 廖羽
晨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 “和他们搞
好关系， 可以抄作业呀。”

“我们并不追求培养什么神童。 少
年班正在探索的， 是给一些早慧少年
提供量身定做的培养途径。” 陈旸说。

探索荣誉教育模式

在中科大人眼里， 少年班一直是
学校王冠上最亮的那颗明珠。 这颗明
珠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有一个明确
的模仿对象， 那就是美国高校的荣誉
教育制度。

据介绍， 美国高校的荣誉教育早
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 二战
后得到快速发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为美国科技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培养
了大量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优秀拔尖人
才。 “中国科大少年班自1978年创
办以来， 也一直在借鉴美国荣誉教育
经验， 经过不断摸索， 已经形成了以
创新型学习、 个性化培养为主要特征
的较为成熟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陈旸说。

有数据表明， 2013年全国各类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460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 已接
近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变的边缘。 人
们在得益于公民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的
同时， 也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
忽视了高质量的精英教育， 国家的创
新发展也将失去动力。

“因此， 在大众化的背景下进一
步做好精英教育， 是中国高水平大学
义不容辞的责任。” 陈旸说， 荣誉学
院就是这样一种为优秀高水平学生设
计的个性化教育模式， 也是在大众化
教育时代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的教
育形式。

2015年5月， 首届C9高校荣誉学
院峰会在杭州召开， 聚焦的正是在大
众化背景下做好精英教育的问题。 在
这次峰会上， 北大元培学院、 清华新
雅书院、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等9所首
批“985工程” 大学荣誉学院负责人
坐在一起， 共同决定建立“中国C9
高校荣誉教育联合会”， 以期共同开
创我国拔尖人才培养创新的新范式，
提高我国精英教育的水平。

中科大少年班经过37年的创新
实践， 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
出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 可以说， 中
国大学目前普遍采取的“宽口径、 厚
基础” “大一不分专业， 大二自由选
择” “自由选课” 等培养方式， 最初
都是从这里起步试行的。 甚至朱清时
校长最初在南方科技大学的教育实
验， 也能看到中科大少年班的影子。

具体到课程教学上， 少年班会有
什么不同吗？ 已是全国教学名师的向
守平教授， 1978年考入中科大研究
生后留校， 长期担任大一基础物理教

学任务。 向守平告诉记者， 少年班的
学生都很聪明， 不能普通物理不好教
了， 就把理论物理塞进来； 力学课
上， 不能中学做1000道题， 大学就
做5000道题， 一味增加难度。 “少
年班学院是培养精英人才的殿堂， 课
堂上当然不能只是传授知识， 而要帮
助他们仔细梳理科学体系的源和流。
一定要知道科学的源头在哪里， 真正
的创新一定是在源头上。” 向守平说。

向守平现在最关心的， 是如何纠
正学生上大学前的“不好的影响”，
尽管少年班学院的学生有不少并没有
经过高三一年的应试“折磨”。 向守
平觉得中学奥数也不可取， 认为那是
在培养精巧的工匠、 解题的高手。 在
向守平看来， 中国传统文化在逻辑体
系上有缺陷， 缺少类似欧几里德 《几
何原本》 的思路， 而这正是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所最需要的。

今年少年班学院毕业生共252名，
目前继续深造比例达到80%， 其中
109人被录取为国外研究生 ， 占
43.6%。 陈旸说： “在多年精英教育
的基础上， 我们有能力进一步完善少
年班学院的荣誉教育， 着力培养未来
10至20年社会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为
我国拔尖科技人才的培养再立新功。”

自由、 自主和自信

“一般说来， 荣誉教育意味着大
学需要为满足最优秀学生的学习需求
而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资源。” 陈旸
说， 首先是选材， 要将与同辈相比能
力更为卓越、 志向更为高远的荣誉学
生选拔出来； 其次是为这些荣誉学生
提供自由发展、 自主学习的空间， 帮
助他们在高起点上发挥最大的潜能，
建立更大的学术自信。

记者在中科大采访时， 正赶上该
校一年一度的选平台、 转专业。 记者
了解到， 少年班学院学生入学后不分
学院和专业， 先进行一年的基础通识
教育， 打下宽厚扎实的数理基础； 第
二年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学科平
台， 进入各学院学习； 第三年在学院
内自主选择专业方向， 进入专业学习
阶段。 平时除基础课集中授课外， 其
他课程全校范围内选修， 毕业时授予
数学、 物理、 生物等不同专业学位。

“为了吸引少年班学院的优秀学
生， 各学院使出浑身解数， 院长、 院
士、 大牌教授争先恐后来为少年班学
院学生做专业介绍， 可谓是一次‘校
内招生大战’。” 少年班学院总支书记
尹民教授说。

“我们不对学生设定统一的知识
结构和学业课程要求， 而是针对每个
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 设计个性化
培养方案。” 陈旸特别指出， 少年班
学院的学生， 毕业时100个人应有
100份不同的成绩单。

少年班学院的学生家长有个自己
的QQ群， 每年选平台、 转专业时都
有很多讨论， 对孩子的选择干预很
大。 “每年开学生家长会， 我都会要
求家长们不要干涉学生的自主选择，
不要将功利的意愿和未曾实现的梦想
强加给孩子， 要学会做孩子成长过程
中的旁观者。” 陈旸说， 学校的责任
在于给学生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和宽
广的选择空间， 帮助学生学会理性自
主地做出选择。

“许多人问我， 做科研那么辛苦，

你为什么会感到有意思？ 我说关键是
个人的兴趣。” 1996级少年班毕业
生、 现任中国科大化学与材料科学学
院教授的熊宇杰介绍说， 当初父母希
望他学计算机专业， 将来好找工作，
但大二选学科平台时经过慎重思考，
他还是遵从了内心的渴望， 选择了化
学， 后来又选择了纳米材料作为专业
方向。

少年班学院重视给予学生“自由
的空间” 和“自主的选择”， 同时也
是借此实现学生“自信的重建”。 曾
和宁铂邻居多年， 和宁铂的父亲也有
交往的向守平告诉记者： “在媒体的
吹捧下， 宁铂后来是不敢出门、 不敢
考研，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有“特殊” 但无“特权”

荣誉教育是一种个性化的精英
教育模式， 这意味着要在确保教育公
平的前提下， 为少数高素质人才提供
更为优越的教育资源和条件。 比如最
优秀的教师、 最先进的教材、 最自由
的专业选择、 最好的实验室条件、 最
贴心的学业指导、 最优越的生活交流
环境、 最丰富的海外学习交流机会，
等等。

“这是拔尖人才培养所必需的
‘特殊待遇’， 但‘特殊’ 不是‘特
权’。” 陈旸表示， “学生进校第一
天， 我就会告诉他们， 不要以为你享
受比别人多的教学资源是理所当然
的， 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责任。 要明
白少年班学院不是培养精致利己主义
的地方， 最优秀的学生接受最优秀的
教育， 意味着未来你应该有更大的责
任与担当。”

在少年班学院， 优秀毕业班学生
志愿担任低年级班级助理班主任的工
作已经开展了5年。 班主任助理的任
务是帮助辅导低年级学弟学妹的学
习。 “完全自愿， 没有一分钱报酬，”
陈旸介绍说， 一开始参与的学生并不

多， 还常有中途打退堂鼓的， 现在每
年的助理班主任已经有60多人， 占
毕业生总数1/5。

“目的是培养少年班学院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 让他们在义务帮助他人
的同时获得境界上的提升。 因为是朋
辈教育， 感染力更强， 效果很好。”
陈旸说， “当然， 也有助理班主任跟
我抱怨他们的学弟学妹， 说‘小孩子
们就是不听话’。”

即将毕业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
统计学博士学位的2011级少年班学
院学生朱力奥和记者讲述了他参加在
安徽北方某中学开展“三下乡” 服务
时的经历。 “令我感到震惊的不是当
地条件的艰苦， 而是不少同学因为没
有自由选择的机会而自暴自弃， 缺乏
积极向上的斗志。” 最终， 朱力奥通
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几名成绩落后学生
重新坚定了信念、 树立了信心， 考上
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一个人改变世
界是从改变身边的人开始的。 虽然我
们目前的任务是完成自己的学业， 但
是不能不去了解社会， 更不能去做一
个冷漠的人。”

采访中， 令记者感到意外的是，
少年班学院的学生虽然年龄偏小， 但
却是各种校园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
学校现有的70多个社团中有十多个社
团负责人是少年班学院的学生， 他们
在全校合唱、 辩论、 足球、 篮球、 围
棋等众多文体赛事中屡次夺冠， 成为
校园舞台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
中， 即将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深造的
2011级少年班谢豪同学曾跑过扬州、
上海等四个马拉松。“因为尚未成人，
不能参加全程马拉松， 所以这四次都
只能参加半程。” 谢豪害羞地说。

“学院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主
题党团日、 社团活动， 以及社会实
践、 志愿服务、 校企对接等活动， 目
的就是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 团队合
作精神， 以及责任与担当的意识。”
少年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兰荣说。

毕业季让学生完成“蜕变”
■范迪安

对于大学生来说， 毕业就意味着
角色的转换， 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
离开学校， 就是从学子到艺术家、 设
计师的转换，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 形象一点说就是一个化茧成
蝶的过程。 那么怎么迈过毕业这道槛，
完成自我的“蜕变”， 对每一个毕业
生、 对学校来说都是个“毕业考”。

通常说大学和社会之间有一道围
墙， 这道围墙形象上看是一条线， 那
么学生毕业， 就是走出围墙， 越过这
条界线、 这道槛而踏入社会。 从这个
层面上讲， 我们要努力把这条线做成
面， 把槛做成大踏板， 做成蜕变、 化
蝶的平台、 孵化器， 让学生能够有一

个缓冲期、 准备期、 过渡期， 找一下
接触社会的感觉和体验， 在这个
“面” 上慢慢融入社会， 避免他们乍
一离开学校， 产生直接面对社会、 做
独立的艺术家的惶恐与忐忑。

我们都明白现在毕业生面临的就
业的压力， 往往在进入高年级特别是
毕业年级就会被就业、 生存的问题困
扰， 投入太多心思找工作， 忙于到社
会上去实习、 应聘、 磨炼一下。 受这
些因素干扰， 一些学生的毕业创作、
设计、 论文质量受到影响， 毕业创作
的展示和毕业答辩在一定程度上就成
了程序， 难以体现学习和教育的成果。

今年， 中央美院提出“倾全校之
力打造首届毕业季”， 全方位组织人
力、 物力、 财力搭建平台， 学生和指

导老师就自然动了起来。 特别是一个
月的“同台展出”， 像一个大舞台，
846名本科毕业生全部亮相， 有比较、
更有竞争， 知识、 能力、 水平等比比
就出来了。 创作的标准、 展出的要求
出台后， 学生希望交出自己在校学习
的最高水平答卷， 导师希望呈现反映
自己教学理念的最好成果， 师生都更
加重视作品的完成性。 事实证明， 这
样一个毕业季的杠杆就得到初步体现，
不仅激发出了一个同台展出的高水平
展览， 而且为在校学生重视毕业创作、
设计、 论文写作树立了无声的标准。

毕业季也让整个校园变成“大美
术馆”， 打开了学校的“围墙”， 全面
向社会开放， 让学校、 教师和学生都
有机会与社会对接、 交流。 一方面，

我们的教育成果借此全方位接受社会
的检验， 另一方面也是一定意义上的
“营销”。 以往在学府里不敢轻言“营
销”， 好像营销是商业的事情， 我们
必须正视今天， 学生走向社会是走向
社会的各个领域， 其中一部分会走入
体制内机关企事业单位， 但是更多的
是要自主创业， 走上“创客” 这条道
路。 以此， 学校也要有“营销” 意
识， 营销的不仅仅是毕业季展出的作
品， 更重要的是学校培养的人才。

毕业季更重要的还是考学校。 对
学校来说， 毕业季是反观自身， 检查
教学，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
的一个契机。 艺术人才的培养要根据
时代的发展不断做出调整， 适应社会
对人才的需求。 现在整个社会正处在

一个新的发展期， 调整结构， 产业转
型， 扶持新兴产业， 社会的创新发展
需要更多创新型的艺术人才， 而中央
美术学院责无旁贷地要经常性研究人
才培养的模式。 因此， 毕业季里教学
成果的整体呈现， 也是一种集中检
查， 为学校全方位、 多视角观察所有
学科的教学提供了平台， 从而对我们
的教学现状能够做出相对准确的分析
与研判。

中央美术学院是一所有着近百年
办学历程的高等美术教育学府。 毕业
季给了我们一个审视自我、 整理思路
的机会， 也让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更
加清晰， 有利于进一步探索高端艺术
人才培养新模式。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特别报道

校园锐评

高端视点

你相信哪个少年班？ （资料图片）

是大学让我们
变得平庸吗

■沈柯

曾经趴在高中沉闷的课堂上， 我无数次
畅想通过高考走出这个应试教育的囚笼。 对
于一个不得不面对日复一日枯燥练习、 说教
以及升学压力的我（或许我们）来说，大学无
疑象征着一种美好的愿景。

我曾经多次构想我大学四年的生活。 泡
图书馆，一个星期读完一本书；早上坚持练习
英语口语；健身，告别瘦骨如柴；尝试创业实
践，积累人脉和社会经验；提高绘画水平；如
果可以尝试谈一场平平淡淡的恋爱然后和平
分手……直到今天，我才静下心来思考，我到
如今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对得起高
中三年的努力和期盼吗？

我变得喜欢赖在宿舍而不是出去运动和
参加活动， 一个学期看的书籍比不上高三一
个月的数量，“健身” 一说也只停留在每天或
多或少的俯卧撑仰卧起坐，英语总是被让人
费解的高数物理程序设计挤到了生活的边
边角角，更别谈练习绘画了。 参加了大学生
企业家俱乐部和创业沙龙，认识了几个厉害
的学长学姐就觉得自己好像比其他人厉害
了， 现在想想无非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
也许在国外是一个初中生高中生习以为常
的业余活动。

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平庸之路。 而
我其实更确信有更多数的人走在一条比我更
加平庸乏味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却浑然不
觉。 我走在去教室的路上甚至会悲哀这么一
个大环境是多么平庸乏味， 阻碍了多少追求
梦想的脚步， 麻痹了多少曾志在四方少年的
神经。

是大学让我们变得平庸吗？很难说不是。
久被诟病的中小学应试教育在大学似乎并没
有消失，考试成绩依然让一部分人洋洋得意，
让大多数人学会接受、麻木，让一部分人抬不
起头。 教学大都停留在传授技能上却忽视了
学生的精神教育和文化感染。 我们看到各种
展览报告，内容几乎涵盖历史、政治、文学、科
普、哲学、艺术、心理等等———但大多数却只
流于形式，办完就行，不过问效果也不在乎有
没有效果。 一代一代学长学姐平庸地度过四
年然后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下一代的大学
生。并非有意为之，但不能否认这种群体无意
识更加可怕。 毕竟大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
巨大的。

但我又清楚地知道原因不在于大学。 我
知道老师、 教授们会坚决反对大学生沉湎于
电子游戏、网络小说，但我身边这样的人就不
在少数。 我记得许多次老师在课堂上鼓励我
们课后多参加竞赛、 活动， 多看书来充实自
己，但我们嗤之以鼻或耳边风一阵带过。带着
年轻人的任性和叛逆， 我们似乎不愿意去遵
循长辈的训导和建议， 将逆其道而行视为有
思想有个性。在一个“985”高校里大多数学生
还是会老老实实地学习， 上课恭恭敬敬地记
下笔记，一笔一画地写完作业，课余拿出手机
刷刷朋友圈，追追电视剧，在爆米花式的娱乐
方式中打发学习之外的时间。而我，曾经那么
地鄙视捧着手机看动态发动态的人， 如今也
乐此不疲于看着空间访问量增加。美剧，起初
被拿来练口语听力， 如今却追起一部部剧根
本停不下来。 许多次纠结这种让自己害怕的
堕落，却在睡过一觉之后忘得云淡风轻。这能
怪学校吗？ 或许我可以说是因为身边的人都
这样度过所以我很难坚持或者改变， 但我清
楚这想法有点推脱责任了。 我们总习惯将成
功归功于自己，却把失败和堕落推脱给环境。

我发现如今的大学生在思想上总是喜欢
剑走偏锋。小众化的东西受人追捧，因为它们
象征着独立、个性、拒绝平庸。 思想上千方百
计装成巨人，行动上毕露无疑的矮人，这样的
形容并不为过。很遗憾，我发现许多时候自己
也是这样一类人。张口闭口“维特根斯坦才是
最厉害的哲学家，黑格尔什么的已经落伍了”
“这些不过是老师们千篇一律的论调罢了”等
等，倒不是我对这些事物有什么真正的看法，
只不过这样做这样说可以让自己有一种的确
是拒绝平庸、与众不同的虚拟快感。刻意地追
求“异”，是不是只是对自己平庸真相的一种
掩盖呢？

进入大学的我， 离之前那个构想中的自
己越来越远， 离那个曾经不屑和讨厌的自己
越来越近。不是我，是我们。怪罪大学也许显得
有点推脱责任。 但大学就好比一个巨大的鸟
笼。 要想不被局限于这只鸟笼，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一个如果你挑战成功便可以
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挑战。 但事实是，大多数人
并没有打算和意识去挑战， 这样的消极和妥
协也阻碍了那些积极的因素去感染更多的
人。

最终，我会说，也许是大学让我们变得平
庸。 因为事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无形参与，造
就了大学这样一只鸟笼。

（作者系湖南大学电气学院2014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