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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念 引 领 探 索 创 新

生源荒之狼

真的来了吗

■

中国海洋大学 胡乐乐

近日，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

2011

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在高考生源持

续下降的情况下，部分高校将因生源

枯竭面临生存挑战。报告称，由于人

口出生率的下降， 全国高考生源在

2008

年达到历史最高人数

1050

万后，

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

200

万，并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这一态

势将可能延续至

2017

年到

2020

年前

后。而生源下降的同时，高校招生计

划仍在缓慢增长。最近

3

年，全国高考

平均录取比例快速增长，已从

2008

年

的

57%

迅速增至

2010

年的

69.5%

。

伴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

降和放弃报读国内大学人数的迅速增加，

目前高考生源呈现出引人注意的持续加

速下降的趋势。 显然， 这意味着我国高

等教育将出现生源荒。 在这种整体情况

下， 未来残酷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将使

部分高校势必因生源枯竭而面临严峻的

生存挑战。

对此，我国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媒体

早已关注了这个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

恰恰是客观事实且需要我们正视的现实。

去年

7

月

15

日，《南方周末》报道了《高考报

名续跌：“烂”大学的末日来了》。今年

3

月

13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些没有办好

的大学会倒闭？》。那些没有办好，或说是

没有含金量、含金量太低的大学必然会在

生源荒无市场的情况下自然破产倒闭。著

名高等教育专家顾海良和朱清时多次直

言不讳地指出，高校在持续的生源下降面

前，质量差的高校的倒闭将不可避免， 高

校应该未雨绸缪。

虽然有一部分专家对此坚持认为现

阶段不至于出现普遍的高校倒闭局面 ，

但在笔者看来， 在用不了

10

年的不远的将

来必将出现， 至少那些太差劲的三流高

校将难逃被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无情地优

胜劣汰的危险。 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就

知道， 这是一种毫无疑问的必然。 近年

来， 日本少子化 （人口出生率下降） 早

已全面袭击高等教育， 甚至一流的大学，

都为争取足够的生源竞相出奇招， 展开

“肉搏 ”。 在生源剧烈下降的大前提下 ，

为了招生， 三流的私立大学将成为 “免

试大学”， 而那些门槛很高的著名大学的

日子也将不好过， 它们所面临的生源流

失状况甚至比一般大学更加严酷。

学生的学费收入对我国普通高校的

日常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想见， 一

旦生源不足， 势必将直接冲击学校的日

常运营， 破产倒闭将不可避免。 尤其是

部分办学质量欠佳、社会声誉和就业前景

不好的高校，肯定会面临更多惨烈竞争的

严峻压力。虽然“

985

工程”顶尖大学不那么

依赖学生学费， 但生源不足或不够好，都

会对它们的发展带来即时甚至长远的影

响。那么，高校应该如何应对生源危机？有

教育专家指出，首先应练好内功，清晰自

己的办学思路和学校定位，着力提高办学

质量，同时还要加强学生服务，增强营销

推广能力，尤其是网络推广能力，以适应

日益加剧的生源竞争局面。

笔者认为， 除此之外 ， 还有几个重

要的方面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未雨绸缪。

首先是教育部门需要立即着手根据刚刚

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国家

人口统计和预测的权威数据， 提前进行

周密的研究， 科学规划和部署我国高等

教育未来

10

年的规模、 结构、 改革和发

展， 制定积极主动的有效措施， 应对未

来的生源荒。 其次是大学， 特别是那些

二三线的高校， 虽然现在只是听见有人

喊生源荒之狼来了， 但确实需要对此高

度重视， 提早为未来的生源荒做好必要

的准备， 尽量避免到时候陷入被动的困

境。 若是动作慢了， 生源荒之狼真的来

了， 那么木将成舟的破产倒闭就无可避

免， 悔之晚矣亦无用。

此外， 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出台政

策加大国内大学对留学生的吸引力， 大

力开拓高等教育国际教育市场， 以国际

留学生弥补国内大学生源荒。 对大学来

说， 二三线大学应该提早考虑合并重组，

以规模和特色确保自己在未来严酷的高

等教育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力， 否则到时

候即便零门槛入学也会面临尴尬。 与此

同时， “

211

工程” 大学和 “

985

工程” 一

流大学不能高枕无忧， 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在生源总数下降的情况下， 好生源

的总数也在下降， 况且还要面对港澳台

和国际同行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

一流的好大学就有必要及早想方设法提

高自己对优质生源的强效吸引力。

“输出”与“输入”应该平衡

荩荩

回应 《大学应成为一流人才的

积聚地》 （

5

月

2

日第

5

版）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只有平衡 ， 才

符合客观规律， 也只有这样， 自然界才

能够正常运行， 大学也应该如此， 要尽

可能地做到人才的 “输出” 与 “输入”的

平衡，大学才可以长盛不衰，越办越好。如

果大学只是一味地将毕业生输送到各行

各业去，而不吸纳社会各界卓越人才与精

英的加盟， 不能够及时地补充新鲜血液，

增强师资力量，总有一天会因“入不敷出”

而面临困境，甚至是“关门大吉”，无疾而

终，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所以，要想大学

的可持续发展，就一定应走向人才的 “输

出” 与 “输入” 的平衡。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程立海

畅所欲言是

大学精神的时代呼唤

荩荩

回应《百家争鸣不离道》 （

5

月

2

日第

5

版）

只有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让有志、 有

识之士献言献策， 贡献智慧和力量， 方可带

来大学精神的张扬与繁荣。 如果大学里都是

一言堂， 不管对错、 是非、 黑白， 都没有疑

义的声音， 众人只有随声附和、 高唱赞歌，

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大学， 其命运可想而

知。 因此， 要发扬并重塑当代大学精神， 就

必然要营造百家争鸣、 学术开放 、 言论自

由、 兼收并蓄、 海纳百川的时代风尚， 为大

学精神的形成推波助澜。

安徽 程彩娟

当好高校班主任需要四种力量

■

浙江大学 刘慧梅

在新形势下， 如何做好大学班主任

工作 ， 是高校学生工作面临的一大挑

战。 经过多年的摸索， 我把它归结为需

要发挥 好 “四种力量 ” ， 即 鼓 励 的 力

量、 包容的力量、 休闲的力量和服务的

力量。

老师的一句问候， 一个眼

神，一个微笑，一句关心和鼓励

的话，往往就可以改变很多。

鼓励的力量

现在的大学生 ， 尤其是浙江大学的

学生在中学时代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自幼获得的赞美和鼓励不计其数。 然而

当他们来到浙江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 ，

竞争压力日益增强， 人才济济， 强手如

云， 有些学生就会渐渐丧失往昔的自信。

我们班上有一名学生， 高考的时候由于

发挥失常 ， 报考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

通过一年的努力， 终于在大二时转入我

们外语学院， 并被分到我们班。 由于有

过这段不一样的经历， 她常有深深的自

卑感， 总觉得自己不如其他同学。 我就

经常鼓励她、 表扬她， 一些小小的关心

都让她 非常感动 。 有 一 次 她 告 诉 我 ：

“刘老师， 我从小到大从来都不是老师关

注的焦点， 没想到到了大学， 您却总是

关心我、 鼓励我， 比我在中学受到的关

心和鼓励还要多。” 如今， 这个学生已越

来越自信， 上学期还自荐担任了班级学

习委员。 所以， 老师的一句问候， 一个

眼神， 一个微笑， 一句关心和鼓励的话，

往往可以改变很多。

一个社会和国家， 需要包

容精神； 一所大学， 需要包容

精神。 同样， 一个班级， 也需

要包容精神。

包容的力量

有一个故事， 题目叫 《容纳》， 讲的

是越战结束后一个美国士兵的故事。 这

位士兵打完仗回到国内， 从旧金山给父

母打了一个电话。

“爸爸妈妈， 我要回家了！ 但我想带

我的一位朋友回来。”

“当然可以 。 我们见到他会很高兴

的。” 父母回答道。

“有些事必须告诉你们”， 儿子继续

说， “他在越战中受了重伤， 他踩到地

雷， 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 他无处

可去， 我希望他能来我们家和我们一起

生活。”

“我很遗憾地听到这件事，” 妈妈说，

“孩子， 也许我们可以帮他另找一个地方

住下来。”

“不 ， 我希望他和我们住在一起 。”

儿子坚持。

“孩子”， 父亲说， “你不知道你在说

什么。 这样一个残疾人将会给我们带来沉

重的负担， 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干扰我们的

生活。 我想你还是赶快回家来， 他自己会

找到活路的。” 就在这个时候， 儿子挂了

电话。

父母再也没有得到他们儿子的消息。

然而几天后， 他们接到旧金山警察局打来

的一个电话， 被告知他们的儿子从高楼

上坠地而死， 警察局认为是自杀。

悲痛欲绝的父母飞往旧金山 。 在陈

尸间里， 他们惊愕地发现， 他们的儿子

只有一只胳膊和一条腿。

假如这对父母对 “残疾人 ” 有一点

点包容， 有一点点同情， 有一点点怜爱

之心， 儿子也不会走上这条路。

今天我们做高校班主任 ， 很少会遇

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宽广

的胸怀去包容我们的学生。 一个社会和

国家， 需要包容精神； 一所大学， 需要

包容精神。 同样， 一个班级， 也需要包

容精神。 如果我们都有包容的宽广的胸

怀， 或许若干年后我们浙江大学也会有

各种鬼才、 怪才、 歌手和作家， 以及其

他各种各样的人才。

休闲的特征反映在学校 ，

体现为教师能拥有独立自主的

精神， 能有自由的心态， 能以

欣然之心来从事教学和研究等

工作。

休闲的力量

说到休闲， 很多人都有误解 ， 以为

就是吃喝玩乐。 其实， 休闲就是以欣然

之心做欣然之事， 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事

情有发自内心的热爱， 是一种精神状态，

休闲不是不工作， 而是强调做自己喜爱

的事情。

其实， 休闲与学校和教育有着极为

密切的联系。 从词源上说， 现在的学校

英文单词

ｓｃｈｏｏｌ

， 就来源于拉丁语

Ｓｃｏｌａ

，

即休闲的意思。 在古希腊， 教育和学习

机构的名字就是 “休闲” 的意思。 接受

教育和学习就是休闲， 而那些没有机会

接受教育和学习的人就是不休闲。 现在，

很少有人知道休闲和学校以及教育的古

老的传统联系。 事实上， 休闲所具备的

自由精神、 社会交往特征和创造性等特

征与学校仍然密切相关， 甚至与我们一

流大学的建设密切相关。

休闲的本质特征是自由 ， 是摆脱外

在的压力 ， 遵循内心的喜爱来做事情 。

休闲的这种特征反映在学校， 就是体现

为教师能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 能有自

由的心态， 能以欣然之心从事教学和研

究等工作。 教师不是因为有各种评价体

系逼迫自己， 而是应该发自内心的由衷

热爱来做教学和研究， 这样教师才能感

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才能尽情地发挥

聪明才智， 享受教学和研究的过程。 国

内外学者认为， “休闲是一种难得的使

人崇高与成功的理想状态”， “我们不应该

把休闲仅仅当作工作后的消遣和恢复， 而应

在休闲中实现工作的目的。” 浙江大学老校

长竺可桢强调： “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

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 发挥其教育效

能。 而且对学术感情日增， 甚至到终身不愿

离开的程度， 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

献。” 竺校长说的 “感情日增， 甚至到终身

不愿离开的程度”， 便是我们强调的 “以欣

然之态做心爱之事”。 当我们拥有这样的心

态时， 便是带着一种休闲的心态来看待工

作。 此时， 我们的工作和休闲就是一种高度

融合。 当工作和休闲高度融合时， 我们就会

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研

究非常地热爱。

西方的一流大学很早就认识到了休闲社

会交往功能的重要性， 休闲对教师之间、 师

生之间交流的意义。 下午茶和喝咖啡是剑桥

大学长期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下午茶是由

校方出资， 安排教授们一块儿吃点心 、 喝

茶、 聊天的一种休闲形式， 喝咖啡则是师生

之间或学生之间一种十分随意的交流方式。

哈佛大学同样沿袭了牛津和剑桥的传统 ，

“每到下午三四点钟， 学院秘书就会准备好

茶点放在学院的一个会议室， 老师、 学生都

会过去边用茶点边聊天， 平时很难见到的大

教授这时也会来用茶点。 这种方式给予学生

们一个很好的同大师交流的机会。”

哈佛大学教授、 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先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在浙江大学讲学时指出： “一个

学校如果没有喝茶的地方， 没有聊天的地

方， 没有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讨论的地方， 想

要发展人文学是很难的。” 其实不只是文科

需要这样的氛围， 自然科学同样需要这样的

氛围。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剑桥大学的桑格

教授。 上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 他致力于破译

ＤＮＡ

密码， 当时他碰到难题一筹莫展。 后

来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来源于下午茶时与不同

领域教授的交谈， 然后将不同领域教授提出

的见解、 建议进行仔细的分析。 一年半以

后， 桑格和他的助手们成功破译

ＤＮＡ

密码。

由于这一贡献， 他再次获得了诺贝尔化学

奖。 后来， 剑桥大学校长曾戏言： “瞧， 喝

下午茶我们就喝出了

６０

多位诺贝尔奖获得

者。”

一个效率专家被亨利·福特雇用来检测

福特汽车公司员工的出勤表现。 专家的报告

中只指出了一个员工的问题： “那个懒散的

人整天呆在办公室浪费你的钱。 每次我经

过， 都看到他把腿架在桌子上闲呆着。” 亨

利·福特回答说： “那个人曾经出了一个主

意为我们公司省了上百万美元， 他想到那个

主意的时候， 脚也是那样架在桌子上的。”

其实， 我们的手和脑如果一直在忙于具体事

物， 始终处于忙碌状态， 我们反而没有时间

静下来仔细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 这些静下

来的闲暇时间对我们的创造性思维大有裨

益。

大家知道 ， 由于选课的自主性和灵活

性， 现在同一个行政班级的同学很难聚在一

起上课， 这对班级凝聚力的形成和团队建设

非常不利。 很多同学坦言， 对班级同学没有

什么感觉， 对班级的认同感非常差。 调查也

表明： 让学生有归属和认同感的不是班级，

而是社团。 为了改变这个局面， 我们必须利

用休闲的社会交往特征， 尽可能地给学生创

造在一起休闲娱乐和交流的机会， 让大家能

在轻松的氛围中放松心情， 打开心扉， 交流

感情， 这是休闲在增强班级凝聚力、 认同感

和归属感等方面的作用。

服务学生的时候， 我们需要

奉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同

时， 我们也会感觉到更幸福， 更

快乐。

服务的力量

当班主任其实就是一种服务工作。 我没

有什么才能， 但是特别热心和愿意帮助别

人。 很多小事情， 可能别人不愿意做， 但是

我觉得有时候由于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会改

变一些事情， 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

我愿意去做。

前几年， 我参加一个杭州国际会议， 碰

到一位意大利女士。 当时她感冒了， 比较难

受， 而且她说这是她第一次来杭州， 对杭州

和中国都很陌生。 我便和她聊天 ， 并告诉

她， 我们外语学院就有意大利外教， 如果她

愿意认识， 我可以帮她打电话。 当天会议结

束后， 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位意大利

外教打电话， 让她和这位来参加会议的女士

联系。 没想到我第二天在会场就碰到她俩在

一起， 聊得非常投缘。 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

向她介绍杭州怎么怎么好， 还不如她的同胞

通过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她杭州和

中国的情况， 这样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后来

外教告诉我， 那位女士是意大利文化部一位

重要官员， 在意大利知名度很高。 她们后来

成了朋友， 那位女士也对杭州和中国有了更

多的了解。 我只打了一个电话， 就改变了事

情。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在当班主任

的过程中， 更需要我们有服务的精神。 很多

次， 和班上同学约好的开会或者聚会时间，

都是临近节假日， 家里事情也很多， 我只能

把家里的事情放下。 现在， 我们最缺的就是

时间， 可是为了了解学生、 和学生沟通， 又

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 我就利用中午吃饭的

机会， 几乎每次吃饭都和一名学生一起吃，

边吃边聊， 了解他们的情况。

虽然服务他人、 服务学生的时候， 我们

需要奉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同时我们

也会感觉到更幸福、 更快乐。 我经常和学生

说， 我们不像苏东坡、 白居易这样的大诗

人， 作一首诗就能使杭州家喻户晓、 扬名中

外， 造福杭州的子孙后代， 为杭州留下享用

无穷的文化遗产， 但是只要能为社会作一点

贡献， 跬步就会成就千里。 我希望自己在服

务学生、 服务社会的时候， 能把这种服务精

神传递给学生。

我把自己当班主任的体会总结为四种力

量， 其实， 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两个字， 那

就是 “爱心”。 在我们奉献爱心的时候， 我

们也有很多收获， 收获学生和同事、 甚至学

校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 我们和他们在一

起， 感受到年轻的力量， 学习到新鲜的事

物， 也让我们自己不断成长。

（本报记者朱振岳整理）

学生的潜能可以是无限的

■

北京师范大学 张立强

每个来北师大的学生都怀揣着自己

的理想和目标，至于他们能否逐渐接近自

己心中的目标，除了自身的努力，教师的

引导很重要。 挖掘并激发学生的潜能，同

时帮助他们达成所愿是教师的责任。

发表论文无疑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环。 每位研究生入学， 我都

会详细了解他的自身情况 、 家庭状况 ，

以及其父母的期望， 与之一起分析并制

定自身发展规划， 并且要求他不论将来

从事什么行业， 必须要根据自己的研究

方向，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发表一篇学报

级别以上的学术论文。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 ， 我会帮助学

生搜集国内外文献， 查找资料， 要经过

无数次的比较验证， 才能证明某一点确

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创新。 这个过程可以

让学生了解某阶段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水

平 ， 并增强自己查阅文献 、 阅读理解 ，

以及动手的能力 。 我告诫我的研究生 ，

有了初步成果以后不要急于写论文， 而

是再深入研究， 争取发表在国外期刊上。

这期间首先得用中文撰写， 经过反复修

改润色后， 再翻译成英文， 最后投出去。

过程看似简单， 但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

心血， 而且外文论文投稿在格式 、 篇幅等

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 这样可以培

养学生认真、 严谨和按要求做事的好习惯。

国际期刊的审稿专家都是专业领域的权威，

他们对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审查得

非常苛刻。 他们抱着客观严谨的态度审阅

每篇论文， 提的建议非常有助于我们接下

去的研究工作。

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要求学生一篇论文

从写作到修改完毕的所有工作必须在一周之

内完成， 这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忍耐力和

爆发力。 我对他们说， 清华大学的施一公老

师写第一篇英文论文只用了

1

天时间， 我们

达不到他的水平， 就用

7

天时间吧。 另外，

发表国际论文非常有助于宣传我们的研究，

让别人了解、 评价我们的工作。 事实也是这

样， 我的几个研究生论文发表后， 很多国家

的同行都给我们来信， 交流相关的理论方

法。 有时出去开会， 很多外校的研究生对我

说， 看过我们发表的论文。 这让我感到很自

豪， 让我体会到了教书育人和做科研的双重

乐趣。

作为导师， 最高兴的事情， 莫过于学生

取得了进步， 在学习及工作岗位上作出了成

绩。 但并不是每个研究生都喜欢科研工作，

这就要注意挖掘学生其他方面的潜能 。 作

为导师只要站在学生的角度 ， 多给他们一

些关心， 多为他们考虑一些 ， 针对具体问

题合理引导， 找到他们的兴趣点并发挥其

所长， 他们就会做得非常好。 让他们拥有自

信， 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们的聪明才智就会

发挥到极致。

人的潜能在某些条件下是无限的。

（张立强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

科学学院教授。 在指导研究生不足

5

年的时

间内， 学生已在

SCI

高影响因子刊物上以第

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 ）

画说大学

HUASHUO DAXUE

一周新话

YIZHOU XINHUA

校园视点

XIAOYUAN SHIDIAN

读者来论

DUZHE LAILUN

高教时评

GAOJIAO SHIPING

专家调查显示七成大学生村官准备考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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