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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转向普及
化的今天，面对时代提出的挑战，展
望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方
向，需要我们积极回应“面向未来的
中国高等教育，解决好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和高等教育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
命题。对于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
而言，学科交叉无疑是撬动自身又好
又快向前发展、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有力支点。

近年来，国内高校高度重视、推进
学科交叉，积极倡导文、理、工学科间
相互渗透结合，包括北京大学前沿交
叉学科研究院、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
研究中心、江汉大学交叉学科研究院
等各类跨学科计划、项目和研究平台
的纷纷出现，旨在通过推动交叉学科
建设，培养一大批优秀的拔尖创新人
才，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交叉学科的发展极大推动了科
学进步，学科交叉研究体现了科学转
向综合性发展的趋势。科学上的新
理论、新发明的产生，新的工程技术的
出现，经常是在学科的边缘或交叉点
上，重视交叉学科将使科学本身向着
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近代科学
中的重大突破性研究，都涉及不同学
科间在深度分化基础上进行高度交叉
融合，这是当代学科发展的趋势。为
了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好地推进学
科交叉，建设更多能积极回应社会发
展实际需求的交叉学科，笔者认为，需
要重点解决好几个问题。

一方面，改革当前的传统学科体
制。目前，高校的组织架构特征是外
化为分门别类的学科和院系，各个学
科又被不断细分成各个专业，专业又
进一步细分为方向。由此带来的是
学科的科层化、行政化趋势愈发明
显，严重制约着学科间的有效交流，
更奢谈学科的实质性交叉与深层次
融合。实事求是地说，当前越分越细
的行政化学科体制所导致的交叉学
科归属不明确，堪称阻碍交叉学科发
展的最大现实障碍，导致交叉学科在
基金课题申报、科研立项、成果评审、

奖项评定、学位授权点申报以及学术
成果发表等方面遇到的问题越来越
多，被边缘化可谓司空见惯。

改革传统的学科体制，需要重新
认识当今乃至未来学科发展的趋势，
厘清现有学科体制内部的利益关系，
重新对于现有的学科门类进行划分，
把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以及传统学
科间的从属关系理顺，厘清学科主客
体利益，做出面向未来的富有前瞻性
的学科门类划分。在建设有相对独
立系统的横向学科交叉管理体制基
础上，建设纵向学科分类管理与横向
学科交叉管理互补的新型管理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借助“跨学科”和
“跨机构”来实现多学科主体间的协
同创新，堪称推进交叉学科发展的重
要途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
交叉，关键要建立跨单位、跨学科、跨
地区的协同研究团队，科学设计交叉
学科研究的激励政策和手段。因此，
无论是对于停留在形而上的“跨学
科”，还是涉及形而下的现实利益关
系的“跨机构”，都必须处理好如何确
定知识产权归属和绩效考评，建立科
学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确保参与
主体的贡献与所得平衡，保护参与协

同单位和人员的积极性等一系列现
实问题。

另一方面，要盘活现有学科队
伍，注重培育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和学
科交叉意愿、能力的学科人才队伍建
设。众所周知，学科建设的根本性因
素是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而目前交叉
学科之所以在国内高校喊了多年，但
依旧成效甚微，其重大制约瓶颈就是
缺乏一大批成建制的交叉学科背景
人才。交叉学科不同于常规学科研
究的最大亮点，就在于从事学科交叉
研究的人员需要至少在两个或以上
专业领域均具有较深厚的功底。而
目前来看，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尚未
把这样的人才有效集结起来，依旧散
落在不同院系的学科专业。再加上
高校学科建设的传统封闭式思维观
念，对于学科人才依旧抱有“为我所
有，方能为我所用”的陈旧人才理念，
缺乏一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能为
我所用”的学科人才队伍建设勇气。
从而导致在需要“多学科军团”进行
联合重大科研攻关时，打造攻关科研
学科团队方面，难以避免出现相互掣
肘、相互制约甚至研究团队的相互无
序恶性竞争。

解决这种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
需要有战略型领军人物的掌舵，做出
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已故的深
地探测战略科学家吉林大学黄大年
教授，在这方面属于做得比较好的典
范。“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
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深探项
目，黄大年任该项目第九分项的首席
专家，第九项目经费高达数亿元，很
多机构和单位想参与进来。在如何
组建科研团队方面，黄大年并没有把
眼光仅仅盯着吉林大学，而是放眼全
国，寻找最适合的科研单位。

除此之外，还需要切实重视交叉
学科人才培养，注重相关人才储备可
谓是深入推动我国交叉学科向前发
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工作。
具体而言，要通过学习和借鉴美国、
德国、日本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经验
举措，结合中国国情现实，探索既符
合中国高校实际又遵循国际成功经
验规律的跨学科教育模式和人才培
养模式，从本科高年级或硕士研究生
阶段开始，注重培养宽口径、广基础
的交叉学科人才。

（作者系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所副教授）

学科交叉撬动高等教育纵深发展
张雷生

/ 快评 /

刚高中毕业的李杰（化名），本打算
靠自己的努力，在江西省南昌市找一份靠
谱工作，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他说：

“工作没有找到，反而背了两万多元的
‘师徒贷’。”

近日，有媒体记者了解到，多名刚毕
业的年轻人应聘南昌一家科技公司，被公
司方“说服”进行技能培训并办理了贷
款。如今，他们想要终止贷款，却发现并
不容易。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初步调查
发现涉事公司存在超范围经营，已经对该
公司下发整顿通知。

“师徒贷”？骗局也！

/ 漫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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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来看，应
届生考研处在本科教育的中后段，高考则是
进入本科教育的入口前端，中间关联的部分
则是大学本科教育的前大半段。应当说，目
前我国基础教育与本科教育的衔接过渡还有
待加强。基础教育阶段发生的变革，高等教
育界关注度尚显不够；高等教育的规律性认
识，基础教育似乎无暇顾及。

这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段教育
“盲区”，使得不少高考后的学子进入大学阶
段后，无所适从、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本
应是扎牢通识基础、夯实专业根基的大好年
华，却过多耗费在了兼职经营、游戏世界等
上面，造成学业的困难和进取心的沉沦。客
观来讲，这绝非大学之个案特例，就连国内
一流高校校内也不乏其人。

应该说，做好基础教育阶段与大学教育
阶段的有机衔接，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
题。针对上述现象和问题，亟待寻求解决
良策。单就大学本科生群体而言，除去部
分成绩优异者选择推荐免试读研或直接就
业之外，应届考研学子应算得上是学习中
的佼佼者，对专业学习怀有浓郁兴趣以探
索学问，是怀揣梦想和对未知领域、新生
事物的极大兴趣的真想法。他们勇于磨炼
意志品质以追寻学术人生，敢于提高核心
能力以提升就业竞争力，为这样的奋进学
子、积极人生，我们应该予以更多喝彩掌

声。人生能有几回搏，当我们回望那些成功人
士、出彩国人的人生履历时，往往能够提炼出
这样一点，那便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不怠和对
梦想人生的不懈追求，这理当成为一种责任担
当的青春基调，更应化为国人永不褪色的青春
底色。

作为青年一代的大学毕业生，理应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如此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于此而言，与其看到考研学子不
知前路的煎熬无奈，倒不如鼓励他们继续学
业。高三的拼搏也好，考研的艰辛也罢，当我
们去探问那些考研学子的心声，想必多数人回
首过往，应该是感谢那段全情投入、青春无悔
的选择。

知识社会正以磅礴之势往前推进，整个社
会对高水平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
增。大学终究不会变成“后高中”，学习也终究
是自己收获、社会受益的双赢之举，给考研让
道的那些事情必定会成为浮云过往，留下的则
是一段充实的人生。

大学生的未来选择绝不是单线条和结构化
的，而应该是多维度、多元化的，无论是直接
就业职场还是升学读研，抑或是“慢就业”，都
应当是个人明晰的生涯规划和人生规划后的一
种理性选择。社会公众可以批判检视身边的不
足之处，鼓励直面质疑周遭的丑陋一面，但也
要多给予大学生们人文关怀和尊重理解。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

为应届生选择考研喝彩
张立迁

“考研热”的背后，反映出社会在价值认
知、人才培养、人才评价、就业招聘等方面的
某些认知偏差。据了解，论及考研的初衷，大
多数考生还是以找个好工作为最终目标。社会
需求片面以文凭为本位，各种机会均向有学
历、高学历者倾斜，“不看能力看学历”的招
聘倾向，让很多人不得不加入“考研大军”。

一些地方院校为了提升影响力和美誉度，
往往通过提供备考场所、邀请专家辅导、实施
奖励政策等推动应届生考研，甚至“在考研面
前，其他都可以让道”，主动做好“后勤工
作”。这些都为“考研热”火上浇油，非但打
乱了本科教学秩序，降低了本科教学质量，也
影响了学生的学业。

如今，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以及功利
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有用”成为流行
的 世 俗 标 准 ，“ 无 用 ” 显 得 越 来 越 不 合 时
宜。值得思考的是，考研就代表成功吗？现
在很多考生陷入了一个怪圈，大家普遍认为
一窝蜂考研不见得好，但又“不得已而为
之”。毕竟，社会上的一些学历门槛巍然矗
立，就业形势严峻复杂，反过来倒逼着学生
去考研，又迫使着高校扩张招生规模，这对
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挑战。“学校培养的人”
与“社会需要的人”有所脱节，让研究生招
生与就业陷入恶性循环。

在扩招的大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迅
猛，但整体培养质量出现下滑趋势，研究生学

历含金量“缩水”。不难看出，有些人“考
研”更多的是对利益的角逐。因此众生喧嚣之
下，大学必须有所坚守，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拒
绝社会的诱惑，坚持其“合理的保守性”，做

“社会的精神灯塔”。
功利化的“考研热”降温，需要高校、社

会、学生等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对本科院校
而言，千万不能沦为“考研基地”“考研学
校”，成为另一种“更高级的应试教育”，而是
要引导学生及早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考生对考研养成理性的认知和抉择。对用人单
位而言，应致力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
是仅仅看重学历，而是更加看重学力，为各类
人才施展才华搭建广阔舞台。对监管部门而
言，要进一步扭转用人单位特别是公务员招
考、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的“唯学历
论”现象，以刚性手段纠正学历歧视的行为，
构建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人才选拔机
制。

具体到考生来说，在尊重个人兴趣、志向
和选择的基础上，一旦确定考研目标，就要树
立正确的发展取向，而不仅仅是寄望考研来改
变身份“跳龙门”。从长远看，应对“考研
热”，更应关注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问题，推进
研究生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建立研究生质量
保障体系，规范学校、学科体系建设，严把质
量关。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师）

功利化的“考研热”要降温
郭立场

“考研热”需要“冷思量”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用人单位门槛提升，导致大量应届本科生选择考研，一些地方院校变成了“考研学

校”。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达238万人，较2017年增加18.4%，
为历年最高值。从2015年的164.9万到2018年的238万，研究生报考人数经历了三年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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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教育话题摆
在你面前，你没有及时写评论，等到
事过了才后悔莫及。怎样才能让这
样的遗憾不再发生？如果我是你，我
会拿起笔或敲下键盘，勇敢地发出自
己的声音！

我们欢迎你对每天发生的教育
事件发表意见，欢迎你对身边的教
育现象说说看法，欢迎你对评论版
刊发的文章展开争鸣。

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评论文章：
话题有关痛痒，语言干净利落，立场
鲜明坚定，逻辑严谨缜密，有锐气，有
温度，接地气。

我 们 只 有 两 个 小 要 求 ： 短
文，字数在 1000 字左右为宜；不
要一稿多投。好文章一经采用，
奉上优厚稿酬。您可以通过邮箱

（jybpinglun@vip.163.com）给 我
们投稿，或者登录中国教育报刊社蒲
公英评论网络互动平台（pgy.voice.
edu.cn），申请开通个人工作室，直接
将您的稿件发布在个人工作室里。

薛红伟 绘

在很多家长对“邪典电影”知之甚少
的当下，不承想，大量“儿童邪典片”已
经悄然流入自家后院。

近日，一些以艾莎公主、米老鼠、蜘
蛛侠等儿童熟悉的卡通角色为主角，经过

“二次创作”的邪典动画片，乃至真人扮
演的视频短片，通过互联网流入国内多家
视频网站。它们隐藏在“亲子”“认字”

“早教”等关键词下，传播着裸露、暴
力、涉黄等诸多儿童不宜的情节。日前，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过官方微博发
表声明称，已部署开展深入监测和清查，
对不履行主体责任、造成有害视频及信息
传播的企业，一经查实，必予严惩。

有毒视频稍加打扮，就成了堂而皇之
的儿童大餐。“儿童邪典片”不同于传统
的问题视频：一来，它以大众熟知的动画
角色为原型，让人误以为是“番外篇”或
者“第二季”，自然放松了警惕；二来，
它掺加“辨别形状”等内容，混迹在早教
等类别中，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和隐蔽
性。如果家长放任孩子独自观看，估计就
真应了那句老话，“学好三年、学坏三
天”。

变态视频场景化、暗黑价值卡通化，
如此“寓教于乐”，在孩子的内心将播下
怎样的种子？前不久，一篇题为《一群变
态锁定观看 YouTube 的孩子，我以前为
他们工作》的帖子在网络上疯传。很多网
友看完帖文才惊觉，原来“儿童邪典片”
早已俯拾皆是。2017 年 7 月，《纽约时
报》 报道了 YouTube 上存在少儿不宜的
恶意动画短片，而这些影片都被归在儿童
栏目下。该报道在北美引起强烈反响，并
被称为“艾莎门事件”。舆情鼎沸、民意
沸反，YouTube 不得不大规模下线视频、
封禁账号。

遗憾的是，国内一些视频平台因监管
不力，使“儿童邪典片”依然存在于视频
网站。客观来看，这恐怕不是道德问题这
么简单。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

《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规定，禁止任何
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
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
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图书、
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
息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 15
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
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内容。平台作为监管的第一责任人，
责无旁贷。

当然，事件发酵之后，各平台方采取
了一些措施。不过，如果仅仅靠“自查自
纠”，估计会陷入“打而不死、禁而不
绝”的尴尬境地。道理很简单，在“10
万+”乃至“100万+”的业绩焦虑中，企
业的社会责任恐怕被轻描淡写。

从这个意义上看，铲除“儿童邪典
片”，仅靠互联网企业自清门户是远远不
够的。眼下的“儿童邪典片”给我们提了
个醒：一则，作为家长，不能扔个平板电
脑给孩子随意玩，孩子学习内容的甄选与
辨别永远是家长的责任；二则，互联网文
化管理部门需要多点前瞻思维，他国的覆
辙我们总不能继续重蹈。

尼尔·波兹曼早在《童年的消逝》中
指出，电视等新媒介的出现，向儿童一览
无余地呈现原本只属于成人的秘密，使“童
年”这一概念逐渐衰落甚至开始消逝。时
过境迁，古老的电视媒介已经老去，互联网
等新媒介成为新的“童年风险”。如何在技
术浪潮的裹挟之下，稳妥保护好孩子，安放
好他们的权益与自由、童年与梦想，是当
下教育者应该担起的责任。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铲除“邪典片”
不能仅靠自清门户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