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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学行囊”变形记
■通讯员 张运 陈森青

每逢九月开学季， 大学新生的
行囊总是引人关注。 从多年前的粮
票、 棉被到现在的手机、 电脑，
“开学行囊” 变形记不仅见证了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特点， 更折
射出整个社会的时代变迁。

上世纪70年代
棉被、 钢笔和粮票

“棉被、 解放鞋、 热水壶、 旧
脸盆， 两只装化肥的蛇皮袋就是我
的行李箱。” 1979年， 来自苏北农
村的张鹤平考上远在千里之外的哈
尔滨某医学院， 他回忆说， 当时身
上最贵重的两样东西是钢笔和母亲
托关系才换到的粮票。

“这两样东西很珍贵，一路都随
身放在自己的军挎包里。 此外，包里

还放着临行前母亲给我煮的10个鸡
蛋。 ”他说，那时家里条件好的同学

“装备”最多也就几十元，男孩们总
爱在上衣口袋插一根钢笔，而手表、
皮鞋等，那都是奢侈品。

上世纪90年代
“开学行囊” 差异大

“简单的有被褥、衣服等行李，讲
究的如随身听、 寻呼机等电子产品，
但大都比较低调。 ”1995年考入大学，
现任扬州大学水能学院团委书记的
李民生见证了高校的多年变迁，他对

“开学行囊”也有着特别的认识。
“那时候大学生的生活费大概

两三百元， 三分之二家里给三分之
一自己挣。” 上世纪90年代， 接踵
而来的扩招等高等教育改革， 让天
之骄子走下“神坛”。 从免费到收
费， 从包分配再到自谋职业， 大学

生活逐步与现实社会接轨。 “也正
是从那时起， 大学生的生活差异开
始逐步显现。”

新世纪初
行李简单， 到校置办

“一件外套150元， 一双皮鞋
265元， 一块手表88元， 还有两件
衬衫。 总共花了600多元。 那是我
去大学的全部家当， 也是我从小到
大买过的最贵的东西。” 2000年，
读了一年“高四” 之后， 李琦终于
考上了苏州大学。

“我上大学时全国高校基本上
实行了公寓化管理， 被褥、 日用品
都不用自带。 行李很简单， 生活用
品可以到学校再买。 当时用手机的
人不像现在这么多， 一般就是买张
电话卡， 课余时间给亲人朋友打电
话报个平安。 当时要是有台电脑，

绝对是‘土豪’。”

90后新生代
开学装备花费多

“2008年前后， 无可阻挡的90后
跨进大学校门， 他们开放、 前卫，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单反相机逐
步成为开学‘标准三件套’。 开学装
备少则数千， 多则数万。”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左红梅
感慨万分， “夸张一点， 与自己上
大学时相比， 现在新生的‘开学装
备’ 花费狂涨了近千倍。”

“对很多家庭来说， 开学季变成
了名副其实的‘烧钱季’。 一方面是
学生间存在的攀比心理， 更重要的
是家长对孩子无条件的溺爱。” 左红
梅对此忧心忡忡， “为了所谓的面
子而盲目消费， 会影响孩子的人格
塑造， 也会严重影响学业。”

开学观察

校园锐视

迎新现场

大学新生的“尝鲜”之道
■通讯员 吴巨慧 郑玲玲

我的室友我的亲人

室友们怎么了

虽在同一屋檐下， 但室友有时候却
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寝室的几个人，
各自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忙碌碌， 有玩游
戏玩得昏天黑地的， 有作为社团达人在
外面叱咤风云的， 有作为学霸整天出入
图书馆与实验室的。 寝室里的交流少之
又少， 本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一
群人， 有时候会为了一些小事而搞得寝
室关系紧张， 甚至大打出手。 我们不禁
要问： 怎么了， 我的室友？

无疑， 良好的寝室氛围能够给我们
带来各方面的进步。“中国好室友”应该
成为大学生活中美好记忆。 比如在地震
之时，拯救整间寝室六台电脑、三部单反
相机以及一个小乌龟的90后好室友黄
昱舟。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当年也是靠
着好室友，才能有现在的成就，当年俞敏
洪得肺结核时， 幸亏室友包凡一及时将
其送到医院， 可谓是救命之恩。

寝室要怎么才能变成真正的家呢？
为此， 我们选取江湖大学的新生宿

舍作为调查对象， 通过这间寝室所遇到
的一些磕磕绊绊， 来看一间好寝室是如
何炼成的？

首先，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间寝室的
人员组成，他们依次是东邪、西毒、南帝、
北丐和老顽童， 这五位可是经过武林大
会的层层选拔， 才到江湖大学学习武术
的。 这五位凑到一起，那可就热闹了。

“拯救老顽童” 行动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学期已经快过
去一半， 但是最近老顽童周伯通迷上一
款游戏， 叫“武林联盟”， 可以选择各
路武林高手角色， 在游戏当中厮杀争夺
宝物。 老顽童一开始只是打发时间随便
玩玩， 可是越玩越投入， 近段时间已经
达到茶饭不思， 走火入魔的境地。

寝室的几位室友， 一开始以为老顽
童仅仅图个乐， 但是大家渐渐都发现不
对劲了， 毕竟原来老顽童虽然也喜欢胡

闹贪玩， 但在练武术方面可是相当用
心的。 可是如今， 老顽童脑子里面哪
有什么练武， 桌上地上一片狼藉， 满
是散发着异味的外卖盒。 大家觉得不
能让老顽童沉沦下去， 因此“拯救老
顽童” 的行动就此展开。

室友们决定将老顽童带离电脑
前， 可是谈何容易。 要是老顽童能够
说不玩就不玩， 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一
步田地了。 因此， 大家好说歹说， 威
逼利诱， 甚至还将周伯通最怕的师兄
王重阳搬出来， 如此， 老顽童才答应
跟大家出去。

可是， 大家将老顽童带出来不一
会， 老顽童就吵着闹着回寝室。 这
时， 洪七公说： “伯通， 我们来打个
赌如何？ 你要是能打赢我， 我们就让
你回去玩游戏。” 周伯通一听， 立马
答应， 可是荒废功夫这么久， 与洪七
公他们这些天天辛勤练武的人相比，
那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所谓“千里之
堤毁于蚁穴”， 周伯通自己也没想到
平日这么玩游戏， 武功已经与洪七公
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一下子就败下阵
来， 因此就只好老老实实地待着。

大家一看老顽童不闹了， 就让他
在旁边练武， 他们几个商量下一步怎
么办。 东邪说： “老顽童玩游戏其实
根本原因也不在于多喜欢游戏， 是因
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才这样的。 我觉
得找些事情给他做会好一些， 诸位觉
得怎么样？” 众人觉得东邪这个提议
甚好， 这时南帝说： “隔壁班的瑛姑
最近总来找我请教武功， 但是她武功
太低了， 我又没兴趣教， 要不就让老
顽童去教好了， 这样我也好有时间去
找王重阳师兄切磋武艺。”

于是， 大家来找老顽童， 问他愿
不愿意教瑛姑武功？ 老顽童心想：

“反正也没其他事情， 教武功而已，
刚好有个人陪我玩。” 因此欣然答应。

不到一周， 老顽童已经不怎么去碰电脑
游戏了， 而且因为要教瑛姑， 自己这个
做师傅的也得每天备课， 不然怎么能把
学生教好呢？

学习与社团傻傻分不清楚

小虾米如何占领社团

刚进入大学， 就有百多家社团开展
招新大战， 你是不是眼花缭乱了呢？

如果你有幸通过了各轮筛选成为社
团“小虾米”， 那么， “小虾米” 成长
为一条大鱼需要不断地历练。

第一关： 融合。 每一个社团都会为
新人准备大破冰， 就是希望加快新人的
融合， 融进这个新的社团。 当然， 对于
你来说， 融合是要了解这个社团的发展
历史、 性质、 运作的机制、 整个框架结
构， 成为该社团主人公。

第二关： 学习。 不仅要做乖巧的聆
听者， 还要做踏实的肯干者。 刚进入社
团， 就好像婴儿学走路一样需要有人牵
着。 此时就要认真地听从学长的教诲。
同时， 社团中有会员和干事之分， 而起
主要作用的人是干事。 “干事” 顾名思
义就是干事情的———做事不拖拉， 做事
不偷工减料， 善于总结。

第三关： 选择。 当你已从小虾米蜕
变成一条大鱼， 而这个时候你该思考：
留下还是离开， 是继续勤勤恳恳地带领
下一届小虾米， 抑或是向更远更广阔的
海洋进发。 “天高任鸟飞， 海阔凭鱼
跃。” 无论如何选择， 都没有所谓的对
与错， 总有人要离开， 总会有人留下，
但不管怎样， 都希望能够带着所有美好
的回忆， 一路珍重。

学习与社团量力而行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职能， 对时间
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学生而言， 如何合理
分配是重要的课题。

加入社团不宜多。 刚进大一， 常常
觉得让自己忙点好， 所以拼命地报了很
多社团。 其实， 过多的社团工作只会分
散自己的精力， 与其让自己走马观花地
穿梭在众多社团中， 倒不如一心一意做
好一个社团的工作。

时间规划要做好。 入社之前都会被
问这么一个问题： 你能对这个社团投入
多少精力？ 希望回答之前都能认真思考
一下。 作为一名大学生， 学习仍是你的
一项重要任务， 所以时间分配的比例要
做好。 想想那些社团做得好， 成绩又好
的学霸， 就是胜在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经
过了计算。 虽说你不需要如此精细， 但
是大致的规划还是要的， 不要最后傻傻
地问“时间都去哪儿了”。

学习、 社团莫要“水”

学习有学习的任务， 社团有社团的
工作， 两者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 态
度决定成败。 从这个角度讲， 学习和社
团都是一样的， 都需要你用心去对待，
莫要“水水” 而过， 免得到头来不过是
一场竹篮打水。

经常听到学生关于社团截然相对的
观点： 一种是抱着了解社团， 水水的态
度， 浅尝辄止； 另一种是对社团爱得深
沉， 以至于看不惯其他人的水。

首先，GPA（平均成绩点数）真的很
重要，毕竟GPA作为一个人的硬实力，真
切地反映了你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社
团其实和学习并不冲突，社团里可以组自
习团，以身作则，学习与社团兼顾，但如果
精力不济了，退出是明智的。

其次，GPA不是大学的唯一，如果是
唯一，那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是多
元的，而大学是转型期，社团有助于帮你
练就适应社会的能力。 当然，有些先“飞”
的学生进入社会磨炼， 也是不错的主意。
就好比小时候，绝大多数人是按照正常教
育模式培养， 而少数人是按照神童培养。
但并不能因为神童培养模式而否定正常
教育模式。 提前进入社会，固然会学到不
少，其实也要付出很多艰辛。

再其次， 社团给人以归属感， 每个
人都要有自己的小团体， 有朋友共享的
生活， 才是丰富多彩的。

大一是学生适应大学生活、 完成角色转换的第一年， 也是学生最为
迷茫、 亟须引导的关键时期。 本期聚焦大学新生， 在与新生相关的学生
与生活的一些现象中触摸成长真意。

■周炜

今年考入浙江大学理科试验班的
高斌杰和章铮奇在校园一眼就认出了
盛正卯教授———浙大本科生通识课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的任课老师之
一。 高二时， 他们就在自己中学的课
堂里全程看完了这门课的视频直播，
并顺利通过考试， 拿到两个浙大学
分。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
国栋介绍， 学校自2013年起小范围
试点同时异地课程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 一门
大学里正常开设的课程， 通过网络向
高中生“直播”， 同步的课程进度，

相同的考试题目， 如果通过课程考试，
学生就能“带着学分进大学”。

2013年， 浙江某中学的47位同学选
修了浙大的“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46
人参加考试， 45人通过考试。 高斌杰和
章铮奇就是浙大第一批“带着学分进大
学” 的新生代表。

“与高中的课堂相比， 大学的课堂在
授课模式和思维模式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很希望能通过课程的原味呈现和互
动， 让学生能够尽早地体验并适应这种
区别。” 陆国栋说， 相比于大家熟悉的慕
课， SPOC则是同时异地， 更适合在校
学生的学习。 今年年底， 学校将进一步
扩大面向高中生的大学先修SPOC课程，
并尝试推出浙大的在线学习平台。

■通讯员 张颖

绍兴文理学院服装设计151班新
生林纯， 在学长的引导下， 来到树人
书院报到。 报到审核， 寝室安排等全
部在书院完成， “在公寓楼下两分钟
之内办好报到手续后， 就有学姐带我
到寝室， 服务非常周到， 办理入学手
续很方便。 宿舍住宿条件也很好， 有
崭新的空调、 独立的卫生间， 可以直
接热水淋浴”。

这是绍兴文理学院首次以书院为
单位迎接新生，报到审核、寝室安排、
服务指南、安全提示、绿色通道全部实
行“一站式”服务，也是书院育人、管理

和维权功能的重要体现和深化拓展。
绍兴文理学院目前已建成树人、 青

藤、 竞雄、 羲之、 东山等10个书院， 实
现了学生工作重心从学院到书院的转移，
并以师生互动、 素质拓展、 文化育人、
学生自治为导向， 培育出“阳明讲堂”
“无人售货诚信驿站” “衣诺坊” 等多个
育人品牌活动。

该校学工部部长梁瑜表示， 以书院
为单位迎接新生， 有利于流程统一———
统一接待、 统一办理， 改变了以往学院
各做各的现象； 场所集中———住在哪里
就到哪里办理报到手续； 高效便捷———
人员集约、 能简则简、 学院侧重负责始
业教育。

■通讯员 张平媛

今年暑假， 大连理工大学2015
级的新生辅导员在学生收到录取通知
书之后， 自发组织了“新生辅导员家
访” 活动。 学校共有来自材料、 电
信、 运载等13个学部 （院） 的近20
名新生辅导员参与其中， 足迹遍布辽
宁、 天津、 新疆等10余个省份， 行
程逾8000公里， 家访大学新生60余
人。

家住新疆库尔勒的维吾尔族小伙
儿凯迪丹尼没有想到， 自己还未从被

大连理工大学少数民族预科班录取的好
消息中缓过劲来， 未曾见面的班主任邵
春亮和辅导员王一却出现在自己的家门
口。 还没报到， 老师就详细地掌握了他
的家庭情况， 并传达了新生入学报到需
要注意的事项。

据了解， 开学之前， 邵春亮和王一
利用12天的时间， 奔赴新疆乌鲁木齐、
哈密、 克拉玛依等7个城市， 先后召开4
场大规模家长会， 走访24名2015级少数
民族预科班新生， 占新疆少数民族预科
班新生总数的80%， 提前将大连理工大
学的关爱送到少数民族学生身边。

■通讯员 陈森青 左红梅

在扬州大学法学院迎新办理点
的桌上， 一个“法槌” 吸引了大家
的目光。 当每一位新生办理完报到
手续后， 老师都会引导他庄重地敲
响“法槌”。 “法槌” 作为司法审判
过程中的重要物件， 体现了司法公
正、 文明审判。 学院想通过此种方
式引导新生们树立严谨、 踏实、 笃
行的法律精神。” 该学院团委李斯明
老师表示。

同样， 在该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现场， 引导新生庄重宣誓做一个真正的
环保人也成为当天的校园一景。 除此之
外， 法学院、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还在
现场创新性地设立了“家长止步区” 和
“独立报到区”。

在文学院的迎新现场， 可以感觉到
一份特别的“厚重感”。 原来， 该院将今
年迎新的主题设定为“用阅读照亮新
生”， 特别设计了大师书签和必读书目，
让新生一下子就能感受到书香的气息和
大学的真谛。

■通讯员 孔德民

近日， 上海财经大学迎新系列活
动中， 有两项活动在朋友圈热传， 一
个是创业学院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不疯不活” 2015年创业迎新会， 吸
引了许多的创业大咖与在校新老生的
目光。 与此同时， 上财创业服务中
心、 工商学会、 创业中心上财俱乐部
等社团组织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成立
创业合作平台， 并准备在迎新季推出
2015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创业团队项

目路展 ， “纸绘生活” “咖啡绿植 ”
“益路有你” “果蔬工坊” 等创业团队蓄
势待发， 准备一展风采。

该校副校长、 创业学院院长刘兰娟
表示： “上述系列创业活动是学校人才
培养改革的一个微小但鲜活的场景， 它
们因应的是‘创业计划’ 人才培养， 旨
在激发新生的创业热情， 营造浓厚的校
园创业氛围。 学校同时推进的还有‘拔
尖计划’ ‘卓越计划’， 这三大个性化培
养计划辅以通识教育、 科研创新和社会
实践、 国际交流三大平台。”

隰开学季之个性化培养
出镜高校： 浙江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带着学分来报到

隰开学季之第一课
出镜高校： 扬州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报到现场上的“法槌”

隰开学季之新生服务
出镜高校： 大连理工大学 绍兴文理学院

辅导员的新生家访

“私人定制”培养计划

课堂安在了万米高空
■通讯员 徐小 本报记者 沈大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成才第一
课” 课堂安在了万米高空。 日前， 33
名南航新生亲身体验ARJ21国产新
客机从南京到成都的往返航线， 近距
离感受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新支线飞机
的魅力。

明真玉是南航民航飞行学院的大
一飞行学员， 从小就对各类飞机有浓
厚的兴趣， “当飞行员是我父亲当年
的梦想， 但他因为头上有伤疤而错失
了做飞行员的机会， 所以航空报国是
我从小的梦想。” 像明真玉一样立志

航空的新生不在少数， 出身飞机世家的
李若玮的家中三代皆投身航空事业。 此
外， 少数民族学生代表、 后勤员工代表
以及教师代表也跟随新生一同体验飞行。

“从图纸到制造， 从装机到试飞， 整
整用了十二年。” 在南京飞往成都的空
中，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试飞中
心副主任谭祥升在空中课堂上对新生讲
起了ARJ21的背后故事。

在从成都返航的空中班会课上， 辅
导员佘明给新生讲解了南航“学生素质
能力提升计划” （简称“群星计划”），
它为不同专业特长、 兴趣爱好的学生提
供了充分的发展机会与平台。

实现“一站式”报到

日前， 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国际商学院和俄语系的119名志
愿者， 协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 ”
中， 一对一接待来自俄、 美、 东欧
及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100余名参
加过二战， 并对中国抗战做出过贡
献的老兵。 图为参加本次活动的北
二外财务管理专业志愿者宋美辰在
给飞虎队老兵翻译奖章的中文内
容。 曲茹供图

大学生志愿者
为抗战老兵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