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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疫
情暴发、武汉封城、全国各地一级响
应，到现在也一个月了。这次疫情的发
展之快，波及的区域之广，影响的人口
之多，冲击的程度之深，在新中国历史
上、在当代世界灾疫史上都是罕见的。

成长中的大学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
的影响和冲击。遭受瘟疫是一次重大的
人生阅历，战胜瘟疫的过程，是身体上、
心智上受教育的过程。大学生要把这一
次战“疫”当作一次历练，在战“疫”中实
现境界的提升。大学生可以而且应该在
这一次战“疫”中接受四个方面的教育。

第一，要把这一次战“疫”作为理
想教育的生动教材，进一步坚定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信仰。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是时代
对当代中国青年、当代中国大学生提出
的基本要求。在大学生的人生经历中，
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够像这次战“疫”一
样，深刻地对大学生进行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理想教育，也没有哪一次
教育能够像这一次战“疫”一样，让大
学生如此感同身受和刻骨铭心。

一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
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充分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前进中的

定海神针地位，也充分凝聚了全国人民
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二是全国一盘棋抗疫，充分彰显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势。党中
央把湖北省、武汉市作为疫情防控的主
战场，派出了以孙春兰副总理为组长的
指导组，通过军队医疗队、各省医疗队
的调集，已经向湖北地区、武汉地区派
出了3万多名医护人员，帮助武汉市建
设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

第二，要把这一次战“疫”作为生
命教育的生动教材，进一步增强爱惜生
命、尊重生命、养护生命的人生智慧。

截止到2月21日，新冠疫情已经夺
走了2000多人的生命，其中有150名一
线工作人员，包括医护人员、警察、公
务员。现在每天增加的确诊数、疑似
数、重症数、死亡数，令人触目惊心；
网上一度流传的求助信息，让人揪心；
一些多人感染乃至失去生命的家庭，令
人痛惜。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切身
感受到病魔的残酷、死神的无情，我们
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体会到健康
的重要、生命的宝贵。

大学生要有整体的生命观，敬畏自
然生命。个体生命其实很渺小，在小小
的病毒面前不堪一击。要有科学的生命
观，敬畏自身健康。生命是一个连续的

过程，生命可以结出财富、名望、成就等
丰硕成果。但健康是”1”，其他都是

“0”。“0”再多，没有“1”，一切皆为“0”。
我曾经呼吁大家不睡懒觉、少吃外

卖、不做低头族、抵制网游，这一切都
是围绕大家的身心健康。学校不希望大
家成为病殃殃歪斜斜的高材生，从桂子
山走出的毕业生，应该是心智成熟、身
体健康的栋梁之材。

第三，要把这次战“疫”作为责任
教育的生动教材，进一步增强家国情怀
和使命担当。

多难兴邦。因为灾难能激起人民的
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责任
感，能够汇聚成国家振兴的力量。下一
步我们要系统总结应对“非典”、汶川
地震、新冠病毒等重大灾难的经验，正
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人和
社会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水平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促进中国强起来。

每一位大学生都在思考，在这一次
灾难中学到什么教训、能为抗疫做什么
工作、做什么贡献等问题。这说明大家
正在思考自己的责任。有的大学生一家
10 口，9口人或确诊住院或疑似隔离，
一个人担起家庭责任。有的大学生积极
参与志愿者活动、募捐活动，担起自己
的社会责任。大学生要把灾难作为课

堂，作为教材，作为考验，作为历练，
作为一次宝贵的人生经历。

第四，要把这次战“疫”作为忧患
教育的生动教材，进一步弘扬忠诚博
雅、朴实刚毅的精神。

历史上堪当大任的人物，除了有过
人的才华、良好的机遇以外，更重要的
是具有抗击苦难的能力。他们具有忧患
意识和底线思维。当前，党和国家正谋
划抗疫和灾后重建等问题。我相信，我
们一定会实现抗疫胜利与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胜利。

应对疫情，没有扎实的本领不行。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病毒越来越狡猾，
对病毒的分析、疫苗的培育，都需要坚
实的本领。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获
得国人的敬仰，被称为国士、国家真正
的栋梁，就是因为他们的才华、他们的
成就、他们的本领。钟南山院士这一次
已经是第二次出山了，“非典”是他一
言定乾坤，这一次又是他一言定乾坤。
大学生要像钟南山李兰娟院士那样，有
广博的知识、扎实的本领。

作为一个大学生，作为一个高级专
门人才，必须敢于面对风险，敢于应对挑
战，敢于战胜困难。战“疫”之后，我们要
结合这一次的过程，丰富我们的精神。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大学生如何在战“疫”中成长
赵凌云

2 月 17 日，武汉大学线上“开
课”第一天。课表上的各门课程如期亮
相，教师们化身网络主播，直播间就设
在教师所在的异地、国外、山村，或者
抗疫一线的战场上。

武汉大学全心谋划教学工作，时刻
铭记“大学的根本是培养人”。截至近
日，武汉大学开出线上本科教学课头数
4110门，1848名教师授课，学习学生
共计23182人、204067人次；研究生
课 头 数 689 门 ， 在 线 教 学 率 达
95.17%，公共必修课在线教学率达
100%。疫情期间，教师通过各种方式
陪学伴研，确保学生宅家学习效果不
减。

医者亦师者，树立神圣榜样
疫情面前，武汉大学附属医院成为

战“疫”主力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中南医院是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同
时承担着雷神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抗击任务，此外还
负责多家疫情定点医院的支援与指导工
作。他们带着新时代高校贡献社会、服
务人民的神圣职责，怀着治病救人、大
爱无疆的医者仁心，坚决守护人民健康
与生命。

进入新学期后，附属医院的医生们
在“医者”之外，履行起“师者”职
责。2 月 17 日，武汉大学医学部的
3270名本科生，在网上课堂与他们日
夜牵挂的老师“相见”。

第二临床学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刘汉兴，在抗疫一线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住院痊愈后隔离观察。正月初五，
他收到学校下发的网上开课通知，主动
请缨，为临床一线的同事分担教学工
作，主讲这学期的本科生神经病学课
程，并发挥信息技术特长，辅助学院制
作视频录制攻略，远程辅导老教师录
课。

刘汉兴的这份坚守，与妻子田钰如
出一辙。田钰是武汉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急救中心护士长，至今坚守岗位。夫妻
俩一个战斗在 ICU，一个战斗在隔离
间，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医护伉俪的爱国
情怀。

疫情时期，临床学院的医生们，
除了医者身份，他们还是教师、医生
家属、党员突击队成员、志愿者等。
在每一个角色的主战场，他们都发挥
超稳。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开松教授，
白天奋战在抗疫最前线，晚上进行课前
准备、录播教学视频；检验科李一荣教
授、郑芳教授刚刚完成实验室新冠肺炎
诊断检测，来不及喘息一下，就开始了
直播；超声科周青教授、皮肤科雷铁池
教授在坚守临床一线的同时，精心准备
各种教学资源；“损伤与反应”课程的
主讲教师刘焰结合炎性风暴，讲述了自
己救治危重病人的经历。

师者，也是医者。他们是疫情抗击
中勇敢的逆行者，是医学生成长路上的
提灯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除人
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的誓言，给
医学生树立了可亲可敬可学的榜样。

在武大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医学研

究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们向学院
提交“请战书”。学院经过深思熟虑，
把他们派上战场，叮嘱老师们为准医生
上好这一门实践课。

2018级呼吸内科专业博士研究生
赵东和同学们走向战场，发出新时代青
年的强音，“我们既是‘准医生’，更是
共产党员，此时此刻我们义不容辞。”

儿科专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们，与
老师们一起，日夜守护在患儿身边。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与老
师并肩战斗，我们有信心！”2017级儿
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宏达说。

前赴后继，绝不退缩。他们，成了
很多病人眼中点燃希望的那盏灯。

疫情当教材，担当融入教学
现实就是最鲜活的教材，能激起学

生从感性到理性的思考。武汉大学的教
师们将疫情变成教材，将责任担当融进
专业教学，让线上课程成为生动的专业
课和深刻的思政课。

“假如每个社区（小区）都要设计
临时的隔离空间，怎样兼顾空间设计、
患者心理关注、建筑创意、交通流线等
需求？”城市设计学院青年教师周俊为
2019级建筑类本科生讲授“建筑设计
基础”时，将本学期的课程主题确定为

“事件与空间——‘新冠肺炎’社区隔
离空间设计”，启发学生思考大事件对
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影响。

1665年，伦敦暴发鼠疫，剑桥学
生牛顿暂避老家。躺在老家的苹果树
下，牛顿被苹果砸中，有了后来的万有
引力定律。“瘟疫不见得全是坏事，也
许能开启重要的科学发现。同学们在此
期间，有新的发现吗？”国家教学名
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建中
教授，通过“历史上的著名瘟疫事件”
开篇，引导测绘学院的大一学生思索：
在抗疫时期学习人文导引，独特的意义
在哪里？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孟颖颖

在“公共危机管理”课程中，带领学生
对疫情期间的公共危机管理展开研讨。
孟颖颖的同事周晓明副教授，与学生们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定性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国
际法提出了哪些挑战。生命科学学院开
设的通识课“微生物的世界”，涉及新
型冠状病毒等相关知识，激发学生热烈
讨论……

疫情暴发后，武大测绘学院空间信
息工程研究所公共安全团队的 20余
人，投入到了紧张的科研之中，每周一
次线上例会，研究如何采用GIS技术、
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等专业知识，服
务疫情防控。

测绘学院2019级研究生吴冲是该
团队的编外成员，春节期间，他发挥专
业所长，用短短3天时间完成了一套疫
情防控与病情监测系统，并已在贵州三
穗县试点应用，满足政府“外防增量输
入、内防存量扩散”的疫情防控需要，

“这套系统不仅能有效减少排错、排
漏，帮助地方政府提高排查检测的工作
效率，还能实现更加严密的防控措施，
科学地提高防控效果”。吴冲跟团队里
的老师们请教，进一步优化软件，希望
将其做成应急管理平台，在疫情过后继
续发挥作用。

隔着山与海，如约“课上见”
“今晚我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的李侠，头戴着耳麦、手拿着鼠
标，通过QQ将通识课“西北地区水资
源与生态环境”的信息，传递到了全国
各地160位同学的身边。”水利水电学
院谢平教授的调侃，让同事们莞尔一
笑。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老师们阻隔在
四面八方，如何“搭建直播间开始上
课”变成一个现实命题。

首先面对的是技术难题。对许多老
教师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线上授
课，“老”教授面临“新”挑战。他们

习惯了纸质化的阅读研究、面对面的授
课方式，并不依赖信息技术手段。学校
推出《虚拟教室上课简易操作流程》，
各学院自制“攻略”，教师们团结起来
互相帮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59岁的陈芳老师，利用手机和借来的
平板电脑，在年轻老师的帮助下首次

“触屏授课”顺利进行，取得了如期的
授课效果。

珞珈在线虚拟课堂、QQ群、微信
群、腾讯会议、腾讯课堂、钉钉、学习
通……老师们善于总结，资源共享，成
功摸索出预案应对网课平台拥堵，学生
们自觉担任“监督员”，转场时指挥调
度，网络教学越来越顺畅。

“老师太会了！”“老师太讲究了！”
“感觉老师这个操作过于熟练了！”病理
生理学教研室尹君老师在给八年制学生
上“神经科学”课时，采用的平台很稳
定，自身操作非常熟练，甚至在课间播
放大白系列的眼保健操，让同学们惊叹
不已。

客观条件上的不便产生不少故事。
历史学院年轻教师吴兆丰在经历了连夜
送父亲去合肥住院、赶回村里遇到停电
之后，紧张得胃都痛了，好在开课前来
了电，吴老师如有神助，两节课一气呵
成。信息管理学院吴永贵教授被阻隔在
乡下老家，在第一次课中，他除了顺利
直播精心准备的课程，还意外直播了乡
下的鸡叫。

一名学生给吴永贵留言，“这鸡叫
得中气十足。”吴永贵幽默地回应，“这
是一句饱满有力的评语，我愿意把它看
成一个隐喻，不管是在鸡的王国，还是
未来人的世界。”

被阻隔在乡下的授课教师的网络
课堂，会有不经意的“野趣”增加笑
谈，消除学生对老师的敬畏感，平添
一份亲近。而在远隔万里、带着时差
的外教课堂上，师生获得了新的体验
与思考。

哲 学 学 院 的 托 马 斯 · 贝 施
（Thomas·Besch） 教授在澳大利亚
的家中，无法返回学校。这一学期承担
了两门研究生课程，其中一门是“专业
外语”。托马斯将班级拆分为四个小
组，每组5—6名学生，授课时间按照
每组半个小时进行分配，使得学生能够
最大程度地与授课教师进行互动。托马
斯教授称，他效仿了在牛津大学读博时
小组指导（Group tutorial）的教学
方式。

“虽然相隔万里，看到托马斯教授
的那一刻，非常亲切。我们保持着一贯
的认真、活跃和思考，跟以前一样。”
哲学学院研究生吴航说，顺利开启的第
一课让他仿佛回到了熟悉的校园。

老师们从一周的教学体验中，开始
思考如何利用线上技术改进线下教学。
文学院副教授肖圣中认为，线上授课优
点较多，比如，学生可以反复观摩视
频，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多，学生
的思考更加深入。“当下很多学生在实
体课堂不敢不愿表达，但在线上课堂却
很活跃，这是新时代大学生的一种发声
方式，也是我们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
新趋势。”

武汉大学：打好课堂保卫战
通讯员 肖珊 本报记者 程墨

2020年2月19日，国家教学名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建中教授以
“抗疫时期的人文导引”为题，在线上为2019级测绘学院1班的118名学生开课。

武汉大学 供图

2020年 2月 18日，教育部、
科技部联合下发《关于规范高等学
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
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
家首次以正式文件形式，要求高等
学校取消对教师SCI文章奖励，树
立正确的科技评价导向。这是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2018年
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坚决
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
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正本溯
源、真正解决多年来存在的科研评
价导向偏差、盲目崇拜SCI文章的
重大举措。

破除论文崇拜存在阻力

教育部、科技部下达这一文
件，就是从源头上堵住这一漏洞、
消除垃圾论文的制度设计。然而，
在执行过程中，能不能真正落地，
见到成效，很多专家学者还存在疑
虑，认为目前执行起来，还会有来
自不同方面的阻力。

第一，来自高等学校的教师阻
力。长期以来，有的教师一味追逐
SCI论文，每年都会获得大量的真
金白银的绩效奖金。由于过去的科
技评价制度实行得太久，他们已经
成为追逐SCI论文的既得利益者，
具有很大的话语权，自然不会主动
地放弃SCI崇拜，甚至会在年轻教
师的技术职称晋升中，在科研资源
的配置中，继续坚持过去的做法。
这种人的思想不转弯，两部委的文
件精神就会落空。

第二，来自高等学校层面的阻
力。一些高校的办学者，在国家各
种评审的导向下，制定了发表SCI
论文的高额奖励办法，在教师职称
晋升中，也规定了SCI论文占据绝
对重要位置。两部委的文件下达
后，这些高校的政策需要及时调
整。在调整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消
极、懈怠。

第三，来自国家有关主管部门
的科技政策调整不到位的阻力。主
要体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在学科评
估、学位点申报、国家杰青、长江
学者、院士等人才项目评审，国家
重点实验室验收、国家重大招标课
题的立项以及项目结项、验收等等
方面。

针对以上可能产生的阻力，关
键就是看国家有关科技评价指标，
能不能及时扭转过来，真正贯彻落
实两部委的文件精神。

坚决改革科技评价制度

2020年教育部即将开始新一
轮学科评估。在即将开始的学位点
申报中，在每年都进行的其他国家
级人才称号的评审上，需要及时改
革评价标准和评价政策，彻底扭转
追逐SCI的导向问题。

在改变盲目追求SCI论文评价
体系的同时，也要清理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盲目追求 SSCI 论文的现
象。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领域，追求
SCI论文现象已经不得人心，那么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把发表SS-
CI论文作为一个学科、一个人文
学者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更缺乏
科学性。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评
价体系和标准，被西方的SSCI论
文左右，仔细想来，逻辑上都不成
立。我们反复强调要坚持文化自
信，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
域，用SSCI论文作为评价我国的
人文社科研究的标准，要树立“扎
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理念，建立

“中国风格”“中国学派”，该有多
难！

不仅是 SCI 论文、SSCI 论
文，即便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其他
过分追求论文的评价体系，也是不
科学的，应该借此机会，真正清
理、修正、扭转。客观地讲，很多
所谓的论文，创新点有多少？又有
几个人在看？论文成为了一些学者
权力寻租、自娱自乐的游戏。只有
在这些具体的国家政策导向发生根
本转变的背景下，才会彻底改变过
去唯SCI论文、唯SSCI论文、唯
论文的“顽瘴痼疾”，真正让两部
委的文件精神落地。

打造中国权威科技期刊

破除SCI论文崇拜，构建科学
的科技评价体系，鼓励我国的基础
理论研究成果，用中文发表在中国
主办的科技期刊上，提高中国科技
期刊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影响力，进
而提高中国科技创新力，提高中文
在世界的影响力，是未来中国科学
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

过去长期重视SCI论文，重视
影响因子的高低。毫无疑问，SCI
论文中影响因子高的期刊，都是国
际期刊。大部分是英文期刊，其次

是德文期刊、法文期刊。我国的科
学家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实验室研
究的最优秀成果，都争相发表在影
响因子比较高的SCI期刊上，造成
恶性循环。中国自己主办的科技期
刊，不要说吸引国外其他国家的优
秀成果，就是本土的科研人员，都
不愿意把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投寄给
中国自己的科技期刊，中国主办的
科技期刊，永远没有办法发表最优
秀的顶级科研成果，那么中国的科
技创新就永远也不会达到或者领先
世界水平。

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
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急需科
学研究成果提供解决方案和科学技
术支撑。但是，中国的学者研究病
毒在中国大面积流行蔓延问题，推
出的最新成果却要用英文发表在国
外的《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
等期刊上，而不是用中文发表在中
国主办的医学杂志上。中国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的全民战役，需要这样
的研究成果来做决策参考，可是我
们不得不再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这
种难道不是一种怪事吗？可是这种
怪事，却是过去几十年科技评价政
策所大力倡导的。

假如中国的科学家，用自己的
母语中文，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学术
论文，发表在中国自己主办的科技
期刊上，那么，中国科技期刊在这
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难道不就是世
界上最高水平的成果吗？发表这些
成果的中国科技期刊，必然会引起
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关注。他们为了
引用这些成果，就必须用中文来阅
读，这不是迅速提高中文的世界影
响力的最好机会吗？难道不是最快
的提高中国科技在世界的影响力的
机遇吗？

值得庆幸的是，两部委发布的
这一文件，既彰显了我国科技领域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勇气和决心，也
是坚持文化自信的巨大进步，标志
着我国科技评价政策的逐渐成熟，
标志着我国教育、科技领域，正在
落实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要求，
既符合国情，又顺乎民意，可喜可
贺。我们热切地期盼这一制度真正
得到贯彻执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
文件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的
科学家和学者，不会辜负这个新时
代，我们能够打破多年来形成的那
种盲目迷信西方、崇拜西方的思
维，坚持文化自信，坚持科学的新
的评价体系，使中国的科技创新
力不断取得新成就、新进展、新突
破，走向世界、领先世界。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
学一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
号：BIAI15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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