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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坚守之道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 葛世荣

大学的职责是发现知识、 传播知识。

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大学的创新需要

根基，这包括坚持大学精神，不忘责任，主

张文化。 也就是说，大学也要有所坚守，不

随波逐流，必要时要隐忍。 大学师生、管理

者也要有这一品质，坚持追求，经得起诱

惑，十年磨一剑，关键是价值判断。

搞科技开发的人都知道 ， 有分量的

研发项目都是耗时数年， 甚至更长时间，

夙兴夜寐、 孜孜以求做出来的。 一方面

要耐得住寂寞， 另一方面要严守学术规

则，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不要说弄虚作

假， 就是马虎粗疏都是不允许的。 大学

要提倡教师、 学者把研发、 教育作为终

生追求， 学生要立足专业领域， 力争为

国家、 为社会作出贡献。 一所学校也是

这样。 像我们农、 林、 水、 矿、 地质这

些过去讲以 “艰苦行业” 为背景的高校，

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常常不时髦， 没人

追捧， 但是这些领域恰恰是国家的基础。

在受冷落的时候还能不能立足行业、 提

升专业实力和培养质量？ 以我们煤矿业

高校为例， 煤炭行业曾经大起大落。 不

景气的时候 ， 煤卖不出去 ， 矿难频繁 ，

学校招生、 引进人才没优势。 这时就容

易迷失， 要不要改换门庭， 改个校名？

中国矿业大学经历了百多年风雨坎

坷，学校为煤矿服务，为国家能源战略服务的

办学宗旨始终不变。 我们懂得能源对于国家

发展的重要性、我国能源禀赋的特点；了解能

源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我

曾在联合国“世界能源论坛”上作报告，对欧

美同行们讲， 中国的能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

气。 我们必须依靠燃煤发电。 中国人口众多，

工业生产规模大，你们穿的衬衣、用的手机，

很多都是中国用燃煤发电生产出来的。 如果

我们不用煤，转而大量使用石油、天然气，那

么国际油价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平， 大家

的日子都不好过。 当然，燃煤发电不够清洁，

所以我们致力于煤的清洁化、 液化、 气化利

用。 在这个方面，我们责任在肩，但是全世界

也有责任通力合作，攻下这一难关。

坚守出自于使命感。 农、 林、 水、 矿、

地质这些领域， 涉及资源环境， 有些正是当

前国家发展的瓶颈， 亟待创新、 提升。 比如

中国矿大， 第一个百年是为挖煤服务， 为煤

炭生产、 采掘服务； 第二个百年要为烧煤服

务， 为煤炭资源的科学利用服务。 我们要有

紧迫感， 加快煤炭高效、 清洁利用技术的研

发。 我国现在每年煤炭的消费量是

36

亿吨，

发电的平均热效率是

35%

， 最高达到

55%

。

如果我们的热效率提高一半 ， 达到

50%

左

右， 那么煤炭的消耗量就能降低三分之一，

排放也就减下来了。 现在我们同样的产值，

能耗是日本的

4

倍左右。 如果在一二十年的

时间里， 我们能把能耗降下来二分之一， 那

么煤炭的消耗也会减掉一大块。 这些都是极

有价值的奋斗目标， 都值得大学教授、 毕业

生们薪火相传、 孜孜以求。

大学必须坚守的还有育人责任， 提高培

养质量、 提升学生创新潜质的自觉性。 现在

工程类大学设课过多、 课程过紧， 把学生研

讨、 思考、 实践的时间都挤没了。 这不行，

要改革， 让学生进校后再自己选择专业， 设

学业导师； 课程要精简， 落实学分制， 让学

生有自主选课的空间； 与其密切相关的评价

体系、 考核体系都要改。

大学生莫为“练爱”而恋爱

■

西南石油大学 曹正 徐春兰

袁玖灵 潘迪

恋爱，如今在大学校园已不是件稀奇

事。 据

2010

年百度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约

92％

的学生认为大学里恋爱很正常，

80%

的

学生认为大学的爱情是浪漫的。其中

89.5%

的男生认为在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是

一种遗憾”，

68.5%

的女生认为“略感遗憾”。

大学谈恋爱未必是一件坏事

成都理工大学大三学生李健说 ：“上

大学不谈恋爱在大学校园里被视为落伍。

实际上我们班不少同学早在高中阶段就

已经出手，争抢先机。 ”他透露，他所在的

班级至少有

60%

的同学曾谈过恋爱， 或在

谈恋爱，或正在追求异性。

面对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谈恋爱

的现象， 著名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于丹在重庆作讲座时说： “我鼓励学生

们谈恋爱， 好好地谈恋爱。” 于丹认为好

好谈恋爱， 能让大学生在恋爱中好好学

习人际交往。

于丹提出的“好好谈恋爱”是有价值

的启迪。 大学生活是大学生步入社会前最

重要的一个阶段，尤其正值大学生进入恋

爱阶段，对大学生的思想、情绪、精神状态

影响甚大。 “可以说，会不会谈恋爱、怎样

谈恋爱，对大学生增长才干、提高心理承

受力都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西南石油

大学心理健康中心教授周章毅说。

而近来大量家长的态度也成了大学

生谈恋爱的推动力。 有的家长从大一就鼓

励孩子谈恋爱，认为孩子长大了，生理、心

理都趋于成熟了，积极地恋爱应该不会影

响学习。

学生家长陈宏伟就很鼓励自己的孩

子在大学里谈恋爱，甚至还每月给孩子划

拨了谈恋爱经费。 对此，他说：“我鼓励孩

子大学期间交朋友，毕竟工作后社交圈子

窄又没时间， 趁着大学优秀的同龄人多，

先解决人生大事也放心些。 ”

“爱情是一把双刃剑， 关键是如何用

好。 它可以成为我们奋发学习的动力，从

这个角度来说，在大学里谈恋爱也未必是

一件坏事。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的大四学

生陈婷婷说。

谈恋爱不能忘了学习

自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部门

对大学生恋爱问题的政策，经历了由明文

禁止到“不提倡，不反对”的转变，这也成

为大学生恋爱现象普遍的重要背景。

张磊是某高校

200

多个学生的辅导员，

基本上每天都有同学打来电话倾诉爱情

苦恼。 “对于大学生的恋爱，我并不持反对

态度， 因为这是他们追求生活的一项权

利。 ”他说。

但张磊同时提醒同学们谈恋爱不能

忘了学习。 “大学生要根据自身实际权

衡学业与爱情的关系， 学业毕竟是大学

的主题 ， 千万不可陷入爱情不能自拔 。

整天卿卿我我， 时间一长， 不仅影响双

方的感情， 更荒废了学业。 这样顾不到

此又失了彼 ， 浪费时间 ， 更浪费青春 ，

实在是划不来。”

张娟和她的男朋友都是学生干部 ，

两人是通过 “工作” 相识相爱的， “虽

然我们平时都很忙， 但我们还是会经常

在一起上自习， 相互鼓励， 现在我们正

为考同一所高校的研究生而共同努力。”

张娟说。

西南石油大学

2011

届优秀毕业生宋海

华与女友交往一年多了，他坦言，这个优

秀毕业生是谈恋爱谈出来的。 “教室是我

和女友谈恋爱约会的场所，每天我们都会

一起去自习，我很高兴在我们交往的这段

时间里， 我们都没有因为恋爱而耽误学

习，现在我的工作也签在了成都，而她也

从专业十几名进步到第一名。 ”

宋海华说，不能为了谈恋爱放弃自己

的使命，要想使爱情长久，就要不断创造

可以供其生长的土壤。

谈恋爱须谨慎

据周章毅介绍，在他接待情感求助的

学生中， 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 “我和

他 （她） 真的合适吗？” 对于这个问题，

周章毅总是告诉他们， 爱情向来青睐有

心理准备的人， 真爱是谈恋爱的前提条

件， 而身临其境用心地 “谈” 出来的爱才是

属于自己的爱。

“同学们都说 ‘大四’ 是爱情的一个坎，

你必须在爱情或者发展中选择， 我觉得真正

的爱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 我相信， 在爱情

的世界里， 坎只有一个， 那就是已经不想和

自己的爱人在一起了。”

2009

届毕业生帅庆

庆说。

周章毅表示， 恋爱对象的选择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 不能忽视了经济、 文化背景、 个

性等因素， 但是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品德和

情操是最根本的， 因此， 谈恋爱一定要谨

慎， 不能轻率。

今年即将踏出校园的李华初恋发生在大

一， 但这份感情却只维持了一年 。 李华坦

承， 刚开始的时候两人只是彼此有好感， 并

没有考虑很多就谈恋爱 。 李华感慨地说 ：

“经过这段感情让我明白， 爱情并不简单，

不仅需要一腔热情， 更需要两颗相互理解与

包容的心。 当爱靠近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

清楚再作决定， 千万不要因为孤独寂寞而

‘饥不择食’， 这样不仅伤害了他人， 更伤害

了自己。”

央视著名主持人李佳明在与西南石油大

学的同学们交流 “大学生如何恋爱” 时， 一

连说了

3

个 “别”： 别对不起父母， 别伤害对

方， 别影响自己。 李佳明认为， 谈恋爱不能

跟风， 不可盲从， 必须冷静判断 、 真诚投

入， 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城堡。

莫为 “练爱” 而恋爱

随着时代的变化， 人们对待爱情的方式

也有一些变化。 比如， 上个世纪， 恋爱是一

件很让人觉得害羞的事情， 就像 《山楂树之

恋》 里描述的一样。 而如今， 大学生的恋爱

已不像过去那样遮遮掩掩， 他们以更开放的

心态去面对， 这也是校园里相亲节目盛行的

原因之一。

对当前校园 “相亲风”， 有不少家长担

心， 学生会不会沉迷于爱情， 把校园变成了

“练爱场”。

目前 ， 在各大学校园里举办的相亲活

动， 绝大多数只注重于操作层面上的的经验

传授， 娱乐性较强， 甚至有些学校举办的活

动严重误导学生的爱情观。

在重庆某高校举行的相亲活动中， 有些

大学生仅是为了获得活动主办方奖励的两张

重庆旅游情侣门票， “默契地” 凑合在一

起。 还有两名正在读大一的学生， 在配对成

功后当场表示之后不再联络。

有社会学人士分析说， 大学校园如果成

为 “练爱场”， 无疑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误

导。 爱情是人们心底的一种自发的情感， 恋

爱并不是一种纯技术的活动， 不是靠理论和

技术的捣鼓所能实现的。

在一些大学生看来， 恋爱只是用作 “爱

的初体验” 或 “充实大学生活”， 而不是为

了将来的婚姻和组建家庭。 两个人在一起想

的是如何浪漫地度过每一天， 于是有 “不求

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的恋爱心态也就

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 “毕业那天一起分手”

也成为一种自然现象。

目前， 大学生的恋爱问题引起了教育部

门的关注， 并开始重视大学生的爱情观教

育。 今年

4

月， 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北京高校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大纲（征求意见

稿），首次将“幸福从学会恋爱开始”这样的字

眼纳入当地高校心理课程中，这也就意味着，

“恋爱” 作为一门必修学项走进了学生课堂，

甚至享有和“专业课”等同的待遇。

诚然， 大学生们早就对 “恋爱” 这个字

眼并不陌生， 出双入对的恋人身影早已成为

高校林阴道上俯拾可见的风景 ， 但将 “恋

爱” 这一私密行为开诚布公地用 “课程” 的

方式来传授， 却实属罕见。 消息一出立即引

起社会一阵哗然，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看得出， 教育主管部门对当前大学生恋

爱十分关注， 但如果 “恋爱课” 演变成只注

重实践层面上的经验传授， 而没有把培养学

生正确的恋爱观、 提升大学生个人道德素养

作为课程重点的话， 那么恋爱课只是大学相

亲节目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是 “练爱” 场的

另一块阵地而已。

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恒久的话题， 人

们总是憧憬着美好的爱情， 大学生当然也不

例外。 我们赞美爱情， 期待爱情， 也要善待

爱情， 不要让爱情因为世俗的操纵变得廉

价。 在完成好学业的基础上， 如果遇到值得

去爱的那个他或她， 那就好好把握。 如果还

没有遇到， 那就把心思放在完善自己上来，

否则， 弄不好就会竹篮打水了。

高水平大学

当在“精”上做文章

■

中国海洋大学 胡乐乐

据 《中国青年报 》 报道 ， 虽然过去

十多年来考取大学在中国成了一件越来

越轻松的事情， 可这并不意味着进入名

牌大学的机会就会继续提高———目前已

有部分名校发出 “缩招” 的信号， 意在

确保招收到的都是宁缺毋滥的真正优秀

的学生， 使每位学生在校期间都能得到

更有保证的优质教育资源和更好的教育，

从而提高培养质量。

始于

1999

年的高等教育大扩招， 使包

括许多 “

985

工程” 国家重点大学在内的

高校都有行动。 但有一个特例是， 作为

39

所 “

985

工程” 大学之一、 位于合肥的中

国科技大学却一直坚持走 “少而精” 的

办学之路。 该校前些年的本科招生计划

为

1860

人， 最近

3

年均为

1800

人， 实际录

取人数有时略低于计划数。

此外， 北大和清华这两所核心国家

重点大学一直都 “默默地强调” 自己长

期坚持以培养精英为重任， 实施精英教

育。

8

所 “

985

工程” 大学———中国科技大

学、 兰州大学、 南京大学、 哈尔滨工业

大学、 厦门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

海洋大学、 四川大学———先后明确提出

自己以精英教育为目标导向， 力争成为

世界著名大学或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

其他

28

所 “

985

工程” 大学则虽然没有明

确提出要搞精英教育， 但实际上走的是

求精的路线。

一般而言 ， 大学要实行精英教育 ，

本科生人数过多肯定无法实施， 或者说，

实施起来难度不小 。 而所谓精英学生 ，

从招生的角度来看， 就是经过严格挑选

或筛选出来的少数真正优秀的学生。 像

哈佛、 耶鲁、 普林斯顿这样的世界一流

大学， 每年本科生的录取数绝对不会超

过

2500

人。 哈佛大学今年共有

35000

人申

请， 比上一年增加了

15%

， 但没有扩大招

生人数的计划， 录取率低至

6.17%

。 耶鲁

大学今年共有

27230

人申请， 比上一年增

加了

5.3%

， 但录取率却下降至

7.35%

。 普

林斯顿大学今年共有

27115

人申请， 比上

一年增加了

3.3%

， 录取率为

8.39%

。 除了

中国科技大学，

1999

年起， 我国其他

38

所

“

985

工程” 大学每年本科录取人数都超过

2500

人。

随着近年来高考学生人数的下降和

国家提出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 ， 身为

“

985

工程” 大学的复旦大学的缩招显然

是一个更加重视质量的信号 ， 其他的

“

985

工程” 大学也应更重视在 “精 ” 上

做文章。 不然， 再怎么口口声声地高喊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 也

必将指日无望， 因为世界上没有哪所世

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是靠学生数量

来实现的， 而是少而精的高质量。 虽然

对于 “

985

工程” 大学来说， 目前尚未有

足够强大的生源危机的威胁和国家教育

行政要求的压力迫使它们压缩本科招生

规模， 但对这些我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

而言， 已经面临港澳台和国际同行日益

激烈的竞争， 那么现在尽快求精， 应是

明智之举。

画说大学

HUASHUO DAXUE

高教时评

GAOJIAO SHIPING

一周新话

YIZHOU XINHUA

随着各种电视相亲节目风靡全国， 眼下， 这股 “相亲风” 也刮进了大学校园， 各地频现校园版

“非诚勿扰”、 “我们约会吧”、 “爱情连连看”， 对此专家提醒———

校园视点

XIAOYUAN SHIDIAN

大学另类毕业照晒个性还是媚俗

CFP

供图

风雨六秩，盛事相约。

2011

年

9

月

6

日，山西财经大学将迎来

60

华诞，届时学校将隆重举行建校

60

周年庆祝活动，诚请各级领导、各

界宾朋和广大校友在金秋时节拨冗莅临，聚首欢颜，共襄盛会。

长路弦歌，甲子辉煌。 山西财经大学始建于

1951

年，前身是山西

省银行、财政、供销合作、商业和粮食

5

所干部学校。

1958

年

9

月，

5

所干部学校合并组建成立山西财经学院，曾分别隶属山西省、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商业部门和国内贸易部门领导。

1984

年

12

月，山西

经济管理学院组建成立，隶属山西省领导。

1997

年

10

月，山西财经学

院和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合并组建山西财经大学，实行省部共建共管。

2000

年

2

月，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体制。 历经

60

载风雨，山西财经大学砥砺耕耘，励精图治，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孕育着勃勃生机和希望，已发展成师资力量雄厚，办学特色鲜明，在

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多科性财经大学。 校园占地面积近

1100

亩，建

筑面积近

60

万平方米；内设

24

个教学单位和

32

个学术研究机构，

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7

个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

44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含专业硕士学位授权

点），

38

个本科专业

;

学校面向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招生，现

有各类在校学生

25000

余人；学校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与美国

西北理工大学、德国玛哥德堡大学、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等

30

多所

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开展了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项目。

滋兰树蕙，桃李芬芳。 在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学校坚持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始终与祖国经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一代代财大人

秉承“修德立信、博学求真”的校训，不懈奋斗，开拓创新，致力于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财经类专门人才。 截至目前，已有

10

万余名品

学兼优的毕业生走出了校门， 投入到了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大潮

中。 伴随着国家的腾飞，造就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校友，他们情系

母校，勤奋工作，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山西地方经

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和骄人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也为母

校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望。

以庆聚力，共谋发展。

60

华诞是山西财经大学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里程碑；是团结奋进、再创辉煌的新起点；是凝心聚智、彰显风范

的新机遇。 学校将以

60

周年校庆为契机，总结办学经验，展示办学成

就，汇集各界力量，谋划未来发展，力争在建设较高水平教学研究型

大学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我们盛情邀请并热忱欢迎海内

外校友会聚财大校园，见证母校发展，重叙师生情谊，再会同窗好友，

支持母校建设。 我们也期待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级领

导和社会贤达在庆典之日与全校师生共襄盛会，共谋发展大计。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山西财经大学校庆筹备工作委员会

2011

年

6

月

27

日

山西财经大学 60周年校庆公告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696

号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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