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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校长有话

关 键 词 ： 毕业季照片
出镜高校： 湖南科技大学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方寸之间见世界
■通讯员 邹平辉 刘丹妮 唐诗扬

拍毕业照就像是一场特别的仪
式， 美好的青春都将定格在方寸之
间。

“湖科晒照墙”有一张毕业照在
朋友圈里火了。 湖南科技大学2011
级城市地下工程专业65个工科男
和5个“女汉子”，穿着黑色学士服摆
下了“土木”两个醒目大字。 虽然没
有锤子也没有工程图， 但大家互相
调侃,“毕业了咱们还是又土又木！”

工科男洒脱自然， 文科女却有
另一番风格。“你看，你的眼线都晕
开了……”“哈哈， 你的剪刀手又来
了……” 这是长春医专护理系女生
拍照前的对话。“如果说青春必须要
散场，我想漂漂亮亮地告别。”刘俊楠
晃晃手中的小镜子笑着说， 镜头下，
四位身穿护士服的女孩宛若天使。

“能在学生的青春里留下一笔

记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幸福。 ”在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贺曲夫老师眼
中，他喜欢这些青春的笑脸，喜欢把
跟学生拍的毕业照放在办公桌上。
他是“深得民心”的老师，是平易近
人的班主任，是课堂上的博睿导师，
也是同学们“亲切的好哥们”。 四年
轮回，学生来了又走，办公桌上的毕
业照也不断增多。

长春医专李春赫老师的办公桌
上，有一张她担任2010级中药班辅
导员时的毕业照， 每次看到照片里
黄红同学略带憨态的笑脸， 李老师
内心都充满了愧疚。 黄红实习时找
到李春赫希望能得到一些建议，由
于对专业发展前景了解不足， 她无
法给出具体的指导。 黄红先是去了
一个药厂， 后来从事一个与专业不
相关的行业。 李春赫时常反思：“做
为一名辅导员， 理应成为学生的人
生导师。 ”

奔向远方的告白
■通讯员 韦晴 罗袁璐

今年毕业季， 武汉纺织大学校
园里挂出了“美男美妞，记得回美校
看一看”、“待你长发及腰时，学长回
来带你飞”等创意十足的标语，武汉
工商学院也挂出了“如果世界上曾
经有那么个学姐出现过， 其他学妹
都会变成将就！ 而我不愿意将就”、
“一份眷恋留母校， 满腔激情走四
方”等标语，这些都吸引了不少学生
驻足拍照。

“现在的大学生创意和想法越来
越多，越来越追求个性。”已经从教20
年的武汉纺织大学教师高波说：“这
些创意标语恰恰体现了他们的真性
情，一方面是对母校和学弟学妹们的
感情，另一方面是以这种调侃的方式
宣泄毕业的复杂情感。 ”

“我们那个年代，毕业标语都是
传统的宣传口号， 主要是激发士
气。 ”武汉工商学院70后副教授张厚

远回忆道， 毕业标语多是类似“到农村
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等。 张厚远说， 那个时候的文化形式单
一，以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为主，大家也
从来没想过标语还可以有创意， 还可以
饱含深情。

也有师生对一些所谓的创意标语表
示不赞同。 武汉工商学院80后博士刘玉
青认为，一些恶搞类的标语“没底线”“恶
俗”。他说：“比如类似‘师兄，孩子已经打
掉了，你安心工作去吧’，这样的标语虽
然本意是想调侃室友，但是非常恶俗，是
对学校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一种冲
击。 ”

对于恶搞类的标语文化是否会导致
校园文化失衡， 采访中大多数师生持否
定态度。 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大二学
生冯钰嘉表示： “恶搞类的标语只是一
种新的情感和个性宣泄方式， 相信只要
有学校的正确引导， 低俗、 恶俗的标语
文化会受到抵制， 个性、 创意的标语文
化会得到弘扬。”

武汉工商学院党委书记 陈伟：
在互联网时代，90后大学生更加崇

尚自由、个性和创意，他们为传统的大
学校园文化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形态，使
大学的文化表现更丰富、生动。 高校作
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文化创新的
重要源泉，应当更加包容和开放。

毕业标语是大学多元文化的一种
表现形式， 是毕业生特殊情绪的宣泄，

也是其独特个性的张扬， 包含着学生
创新的冲动、激情和努力。 作为教育者
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肯定，即使有某种
“偏离”的因素，也应尊重创新，纠正“偏
离”， 为学生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 同
时，作为教育者应当创设更加健康多元
的毕业文化，给学生以态度、给学生以
引导、给学生以审美的坐标，避免陷入
低俗、庸俗、恶俗的境地。

标出浓浓校园情

■通讯员 侯庆 李景

近日， 武汉纺织大学、 武汉
工商学院针对毕业标语盛行的原
因和接受程度等问题在500名师
生中开展了问卷调查， 对象从60
后教师到90后大学生。 调查发
现， 毕业标语与一个时代的文
化、 与学校的校园文化有着密切
的联系。

调查显示， 82%的受访者对
于毕业标语表现出的多样性表示
欢迎， 认为彰显了当代大学生的
真性情； 10%的受访者表示无所
谓， 认为大学文化的包容性越来
越强； 8%的受访者认为部分标
语过于低俗， 折射出大学生素质
在不断降低、 大学文化在逐渐庸
俗化。

调查发现， 60后、 70后的校
园文化主要是主导文化、 科学文
化和传统文化， 标语类型主要是
口号类和励志类； 80后的大学校
园开始涌入各种网络文化、 西方
文化、 创新文化等， 一些文艺
类、 创意类的标语渐成主旋律；
90后的校园文化主要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观 等 主
流文化下
各种网络文
化 、 流 行 文
化、 创新文化、
西方文化等的融
合， 一些创意类的
毕业标语由此诞生。

■微调查

关 键 词 ： 毕业标语
出镜高校： 武汉纺织大学 武汉工商学院 ■微调查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张湘富：

毕业照，有着清晰的时代烙印。80年代
的毕业照开始有了“微笑”，90年代起毕业
照中“女生”渐多。如今，更讲求“有个性”的
青春纪念照。 毕业照折射的往往是青春话
语，这是学生“致青春”的快意表达。

毕业照不是毕业生自娱自乐的独角
戏，学校要上好这“最后一课”，积极营造独
具特色、 富有理性、 健康多元的“毕业文
化”，为毕业生“加油打气”，完成人生中的
一次重要“拔节”。

毕业照不是对青春的最后告白， 最美
的展示将在毕业后的拼搏和奋斗中。 能够
担负起对家庭、对社会、对生命的责任，勇
敢地迎接未来生活中的挑战， 这才是最有
意义的个性表达。

离校的最美瞬间

■通讯员 王迪新 李雪 刘丹妮

在自拍肆意的时节， 毕业照还有多少
现实意义？ 什么样的毕业照最美？ 为此，湖
南科技大学联合长春医专开展了问卷调
查，面向师生发放问卷800份，教师100人，
学生700人。

照毕业照仍是神圣的仪式。调查显示，有
58%的受访者将照毕业照当成与同窗和母校
的告别仪式。 有94%的学生精心筹备青春留
影活动，庄重的诠释每一个“定格”的瞬间。

毕业照折射出师生关系的和谐。 70%
的受访学生希望有校领导或老师在毕业照
中“露脸儿”，有95%的老师愿意跟学生合
影， 有70%的老师会经常翻看与学生的合
影，目前高校师生关系比较和谐融洽。

在“创意”中展现个性的“美”。 过半师
生认为现在的毕业照在造型上更多样化，
着整齐的学士服、“正襟危坐”的“标配”毕
业照逐渐减少，72%受访者倾向于创意合
影和写真照片，他们将“造型张扬个性、追
求艺术时尚”定位为“最美”毕业照。 虽有
1/10的受访同学喜欢另类， 但颠覆传统的
“大尺度”尝试者寥寥，大家用别致的创意
标榜着专属与独特，但张扬而不张狂。

■书记校长有话

毕业季 用情品一片真诚

湖南科技大学校长 李伯超:
在文化多元和信息爆炸时代，

不管是“墨守成规” 还是标新立
异， 毕业照都是对美好青春的寄
托， 更有着展现青春美、 心灵美的
独特价值， 它是一种人文情怀， 更

是一种校园文化传统。
大学毕业， 是人生的重要节

点。 希望毕业生走出校门之后，
还能保持着当初的激情与勇敢，

开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

武汉纺织大学校长 韦一良：
又是一年毕业季， 标语作为毕业

生离校、 走上工作岗位的最后元素，
更应该犹如一支强心剂被注入到莘莘
学子心中。

“到西部去， 到基层去， 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 年纪稍长的大学
生都很熟悉这条标语。 一批批毕业生

在此类标语的影响下， 激发斗志、 勇
气和信心， 到基层建功立业。 这就是
标语文化所应担负起的大学责任。 这
就需要我们引导毕业生反思如何更好
地适应社会， 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
结合起来， 做好从“学校人” 到“职
场人” 的过渡， 自信地走向新的人生
旅程。

把论文写在秦巴山川
———记陕西理工学院李新生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

AD

2012年下半年，李新生沉疴再犯，他感到
自己凶多吉少。再次去北京手术前，他专门召

开会议，说：“汉中就是我们的阵地，就是我

们专业和学科发展的依托。我们要把科研论文

写满汉江两岸，把科技成果撒遍秦巴山川。”

妻子看到他不停地打电话，就将手机没收，老

李找不到手机，暴跳如雷。

在北京，医生告诉李新生，全国跟他同期

患同样病的，目前只有他和另一人存活下来。

李新生再一次涉过险关，师生们又见到他忙碌

的身影。有一次，为了完成一个项目论证，李

新生和十几位老师连续工作三周，吃不好，睡

不好。第一个周末不能回家，大家盼着下一

周。第三个周末，有人终于忍无可忍，朝李院

长吼了一句：“我们周末又没卖给你！”早上，

李新生来左等右等不见一个人。他打电话询

问，原来老师们罢了他的工。李新生苦笑。不

久，同事们又不约而同来到实验室。

2013年10月，在李教授倡议下，由陕西理
工学院牵头，携手陕西城固酒业有限公司等20
家企业，组建柑橘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4年5月22日，陕理工院女子茶艺队应邀参

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博览会茶艺表演；5月27
日，汉中赛茶大会，陕理工红茶研究所研发的首

款高端功夫红茶“汉山红”一举夺魁。

2013年8月，李新生团队出版《陕西汉中食
品资源产业化开发研究报告》和《陕西汉中食品

产业现状分析与发展战略研究》。汉中市领导说：

这“对汉中食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指导作用”。2014年5月，李新生团队55万字的
新著《陕西柑橘资源与产业化开发研究》，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国家柑橘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

主任单杨认为：该书“对陕西柑橘产业发展、秦

巴贫困山区脱贫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十多年来，李新生和他的团队在特种稻、茶

叶、柑橘、大樱桃等食品资源开发，天麻、杜

仲、西洋参等保健功能食品开发，粮油食品、

薯类食品、水产食品开发方面，取得一大批产

业化开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的国内领先，

有的达国际先进，经济效益百多亿元，提供就

业岗位7000多个。汉中市科技部门曾多次对企
业家说：“有事就找李新生教授，他能帮大家

解决问题。”

（吴金涛 袁平夫）

高强度的工作压力，长年累月、不分昼夜

的工作节奏，到底还是打垮了李新生教授。他

病倒了。

2007年3月8日，李新生上午连上四节课，
下午还要作一场专题报告。头天晚上，他就感

到腹内疼痛，爱人询问，他以为岔气，扛一扛

就算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爱人要打电话帮

他调课，他厉声制止。李新生扶着楼梯到了教

室，坚持把课上下来。下午他又硬挺着作完报

告，报告一结束，师生们赶紧把他送到市人民

医院。

他听到医生在楼道说“囊肿或间质瘤”，

马上让弟子们去查阅国内外所有“间质瘤”的

资料，弟子们将500多页资料打印出来给老师。

李新生是生物学专家，他在病榻上开始研究

“间质瘤”病，他又成了这个病的专家。手术

前，他向主治大夫提出，要参加会诊，参加制

订手术方案。

手术方案出来了，但其中一个关键环节不

能解决。姐姐得知他的病情后焦急万分，马上

给他联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临行前，

他对爱人托付后事：“你要坚强一些，把女儿

照顾好。你们就当我出远差了。”爱人默默流

泪。他又把总支书记陈文强、副院长杨培君叫

来安排工作。他说：“我做了一点事，有的做

得不够好，有的才刚刚开始做，希望你们继续

做下去！”

李新生1956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祖籍湖南。父亲是杨凌农业学校老师，红薯育

种专家，母亲也是老师；他有两个哥哥，一个

姐姐。李新生告诉我们，他父母属近亲婚姻，

近亲子女要么极聪慧，要么智障，不愚不智者

少。

李新生刚出生，一吃母亲奶就吐，医生说他

对母亲奶水有排异，只得找一奶妈。奶妈家有六

个女孩，一直想要个男娃。虽是代养，奶妈一家

对他视如己出。时间一长，李新生跟奶妈家越来

越亲，偶尔回到自己家，就跟客人一样。母亲急

了，把他带回家，奶妈又“抢”走。后来两家达

成协议，年节放假他去奶妈家。他跟奶妈一家也

算有缘，下乡插队也在奶妈家所在的公社。“文

革”中，父母被关进牛棚，他成了“狗崽子”。

如今父母都已九十高龄，奶妈也已年近八旬，自

己非但不能尽孝，却得了这不治之症。想着想着，

他不由得潸然泪下。

在肿瘤医院，专家很快给出了诊断结果———

消化道恶性细胞间质瘤，一种罕见的癌症。李新

生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但他并不惧怕。他跟医

生讨论病情，其专业水准直让医生啧啧称奇！老

天有眼，凭借高超医术和精心护理，李新生一天

天好起来了。

李新生躺在医院，但心中时刻记挂着工作，

学校正面临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千头万绪，责任

关乎全局。回到学校，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他

又风风火火地投入工作，劲头丝毫不比健康人小

多少。

2013年11月8日，四川巴中市通江县。刚刚
下过一场暴雨，大雾弥漫山野，潮湿阴冷，道路

泥泞。李新生教授一行来到一个叫烟溪的地方。

他们此行是考察陕西理工学院与巴中科创中药

集团合作的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对通江天麻

产业发展进行实地调研与指导。

重病在身的李教授带着大家，深一脚浅一

脚摸黑上山。天又下起大雨，衣服淋湿了，鞋子

也沾满泥浆。有人鞋子陷进泥里，半天拔不出

来。有人看不见路，摔倒了，爬起来再走。此情此

景，使科创集团小徐感动不已。他说：“你们真是

拿我们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来做。我们就是喜

欢你们这些能干事的博士！”

陕西理工学院地处秦岭巴山之间，生物资

源丰富而又独特。由于观念和条件所限，身处本

地的生物专业却一直无事可做。1998年李新生
接任系主任后，带领全系老师查找差距，更新观

念。李新生有一个比喻，他说名校是正规军，是

国家队，而我们这样偏僻的地方院校就是游击

军、地方队；正规军打大仗，服务国家大战略，游

击队就要打小仗，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急

需。

李教授带上老师，来到汉中市及其下辖各

县，推介生工学院的科研力量，洽谈合作项目。

他四处奔波，为政府和企业作科技咨询。经过多

年努力，终于在汉中以及周边地市打出一片天

地，找到一批有价值的合作项目。用李新生的话

说，他们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

汉中市洋县盛产黑谷，上世纪80年代就建
成了黑米酒厂。但工艺水平不高，企业一直处在

濒临倒闭边缘。李新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黑米

色素机械化生产工艺研究”转让给洋县黑米酒

厂，并物色老师指导企业生产，他自己到政府部

门争取政策支持。历经一年多时间，终于使该项

目实现了由实验室向生产一线的转移。

秦岭深处的留坝县已有40多年西洋参种植
史，但产品一直在低端徘徊。李新生和他的团

队冒着酷暑严寒，帮助留坝县佳士森中药公司

完成产品技术升级。其合作项目“仿生态西洋

参保鲜技术开发及应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生产的保鲜西洋参、西洋参果酒远销港澳及东

南亚地区。李新生团队与巴中科创中药集团的

项目也是历尽甘苦，精诚合作，最终收到良好

效益。

李新生明白，一个能做事的团队是“带”出来

的。他必须身体力行，把大家带进实验室，带到工

厂车间，带到山间田野，让老师们大展拳脚。

李新生根据科研力量现状和地方经济发展

需要，竭力提携后辈。比如，陕西省汉中GAP工程
技术中主任杨培君，陕西省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邓百万，现任生工学院院长霍科科，国

家保鲜工程中心秦巴工作站站长党娅，秦巴红茶

研究所所长傅静，秦巴食品资源科技创新团队江

海等人，先后在各自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团队负责人专业很强，但短板是缺少社会

联系。李新生带上他们谈项目，搞规划，一旦与

合作单位熟悉了，他就主动撤出。2013年10月8
日，为合作项目“橘子酒生产技术及产业化”，李

新生带着几位老师，连夜赶到西安，提交鉴定材

料。他带上爱人熬好的中药和干饼子，一路上边

吃饼子边喝中药，一到宾馆就铺开来写稿子。前

后忙下来，项目不仅圆满完成，还收获了国内有

机橘子酒标准。陈文强是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教学科研业绩突出，由他负责的“秦巴山区猪苓

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项目，也是由李新生牵线搭

桥落实下来的。

而李新生最操心的还是人才队伍建设。1995
年，吴三桥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李新生发

现他勤奋踏实，就有意识地培养他。他把申请资源

生物省级重点实验室工作交给吴三桥做。他吃住

在办公室，吴三桥写一稿，他改一稿，手把手地教。

副院长徐皓说，李老师曾经耐心地给她指导实验，

自己申请的科研项目交给她来主持。类似通江烟

溪那样的项目，他总是让年轻人担当重任。对待年

轻博士，李新生倍加关怀。新进博士科研经费短缺，

他就从自己的经费中划拨一些，让他们先干起来。

做科研项目，他带上博士，从信息、公关、论证，到实

施、结题、推广，全程传帮带。

多年来，李新生抱持理想，提拔后进。他跟企业

家、政府官员交朋友，捕捉校企合作机遇。他跟病魔

抗争，虽几近绝命，仍心系事业。他的精神感染了身

边每一个人，他的事迹传遍秦巴山川。原陕西省科

技部门领导赞扬说：“李新生就是科技界的活雷

锋！”

我们就是喜欢这些
能干事的博士

科技界的“活雷锋”

“最牛” 病人

把科技成果撒遍秦巴山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