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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断餐

与救赎勤奋

■

杨朝清

俗话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现在

这句话也可以演变为 “早起的同学有饭

吃” 了。 近日，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餐

厅推出新规定： 上午

9

点食堂停止供应早

餐。 这对早上爱睡懒觉的同学来说可是

“搞大了”。 不过， 学校相关负责人回应

说， 此举正是为了帮助部分同学改掉睡懒

觉的坏习惯， 早睡早起按时吃早饭。 （

11

月

1

日 《扬子晚报》）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也好， “笨鸟

先飞” 也罢， 都以质朴的语言揭示了一个

历久弥新的道理： 勤奋是铺砌成功之路最

好的台阶。 在五花八门、 纷繁复杂的文化

思潮中， 勤奋文化始终是社会的主流文

化。

然而， 与勤奋文化相对应， 在大学生

这一特殊群体身上， “偷懒文化” 开始生

根发芽， 成为一种 “亚文化”。 逃课似乎

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睡懒觉仿佛已经演绎

为一种惯性， 不吃早餐好像已经嬗变为一

种通病。 在大学校园， “偷懒文化” 的影

像随处可见。 临时抱佛脚式的考前突击，

让平常门可罗雀的图书馆、 自习室一下子

人满为患； “四六级包过、 考研包过” 的

“牛皮癣”， 让校园遍体鳞伤……

面对大学校园里出现的新情况、 新变

化， 管理者究竟是听之任之、 放任自流，

还是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 从实践来看，

敢于 “吃螃蟹” 的大有人在。 为了提高学

生的出勤率， 郑州大学、 贵州大学科技学

院等相继推出 “指纹打卡”。 为了帮助学

生培养早睡早起的习惯， 高校也是八仙过

海， 各显神通。 西南大学规定， 一过

9

点

食堂早餐就涨价。 与之相比， 南京师范大

学显得更加 “决绝” ———过了

9

点食堂停

止供应早餐。

当然 ， 或许会有人质疑这一政策的

合理性。 在他们看来， 规定太过严苛与

死板， 缺乏人情味。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

回答， 任何公共政策， 很多时候都只能

维护绝大多数情况上的正义 ， 不可能照

顾到所有的人。 那种小概率例外的不近

人情， 是 “违规者” 必须支付的成本和

代价。 何况，

9

点的定点断餐， 已经具有

很大的弹性。

美国电影 《肖申克的救赎》 中有句经

典台词是 “真正的救赎是我们自己”。 大

学校园勤奋文化的 “救赎”， 固然系于校

方的制度设计和人文关怀， 也必须依靠广

大学生的个体努力。

影视界

话剧就好比新鲜的无公害水果， 社会越是进步， 追寻自然原生的人也就会越多。 只要有合理

的外部政策和积极的内部发展， 话剧会愈久愈香。

百年校园剧社的百年话剧梦

■

通讯员 马云燕 丁姗

不久前， 作为 “

2011

苏州首届话剧艺

术节 ” 上唯一一部本地原创话剧作品 ，

由苏州大学东吴剧社大学生创作排演的

历史话剧 《孤》 应邀在苏州科文中心演

艺厅上演。 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过程中，

紧张的剧情配上扣人心弦的音乐， 演员

们出色的演技深深吸引了在座的数百名

观众， 只有当每场换景时， 鸦雀无声的

观众席上才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一

个普通的校园小剧社最终登上专业大舞

台， 这条路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

知东吴大学者， 莫不知东

吴剧社

中国现代话剧事业是伴随着学生话

剧演出而产生的。

1907

年话剧被引入到中

国， 翌年， 一帮刚剪了辫子留出西洋短

发的东吴大学学生决定在学校里整出一

个剧社。 他们觉得文明新戏这东西能发

民智、 启时局， 能 “尽着我们的力去做

那传布的事业”。 以校名作为参照， 同学

们给自己的剧社取名 “东吴剧社”， 这个

学生社团也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校园剧

社之一。

经历了

10

年积淀 ， 东吴剧社终于在

1918

年起开始在校内外产生轰动效应， 剧

社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 排演的

《

The vain vale

》 、 《

Who is right

？ 》 、

《荆花劫》、 《空谷幽兰》、 《少奶奶的扇

子》 等剧目常演不衰 。

1921

年 ， 北方大

旱， 东吴剧社为筹集赈灾款项演了两天

戏， 得到了

600

多块钱助赈。 社团的同学

们甚至无视日本人的禁令， 在沦陷的苏

州演了几场号召大家扛枪抗敌的新戏 。

剧社在当时也有了 “知东吴大学者， 莫

不知东吴剧社” 的美名。

1984

年， 解放后解散了的东吴剧社获

得了新生。 苏州大学 （时称江苏师范学

院） 中文系一群热爱戏剧的学生重拾老

东吴人的梦想， 再次扛起东吴剧社的大

旗。 在朱栋霖教授为中文系

1982

级学生开

设戏剧研究选修课时， 提议在课余排演

一出描写大学生校园生活的话剧 《人生

第一乐章 》。 话剧排演所需要的一切工

作 ， 演员 、 道具 、 服装 、 灯光 、 美术 ，

乃至宣传等全部由上选修课的同学担任。

这台戏连演

3

天， 场场爆满， 演出结束后

“东吴剧社” 也宣告成立。 著名戏剧家、

南京大学教授陈白尘先生为剧社题写社

名， 著名戏剧家曹禺、 沙叶新都为剧社

亲笔题词勉励。

新东吴剧社成立后 ， 陆续排 演了

《魔方》、 《威尼斯商人》 等著名国内外

优秀剧目 。 《切格 瓦拉 》 、 《思凡 》 、

《恋爱中的犀牛》、 《暗恋·桃花源》 等现

代话剧也通过东吴剧社同学们的演绎登

上了苏大校园的舞台。 每有演出， 海报

张贴出来后同学们都会奔走相告， 剧场

内水泄不通， 连地板上都坐满了人。

一群为话剧而疯狂的大学生

在将名家经典大戏一部部搬上舞台

的同时， 东吴剧社的成员们从没有放弃

进行原创的探索与尝试。

2008

年

5

月， 由

剧社成员许静波独立创作的短剧 《日出·

命运》 一举夺得了江苏省大学生话剧节

特等奖。 而原创话剧 《孤》 作为江苏省

的唯一代表， 也在

2010

年第二届中国校园

戏剧节上一举夺得了非专业组表演中的

舞美单项奖、 导演单项奖和优秀剧目奖

三大奖项。

从去年

4

月开始， 话剧 《孤》 历经

17

次修改， 排练时间长达

3

个多月。 苏州的

夏天潮湿闷热， 几位主演利用暑假抓紧

排练。 其间邀请到江苏话剧团团长和南

京艺术学院的老师进行指导， 老师一针

见血地指出问题并提出修改方案， 让同

学们都感到自己的演技突飞猛进。 苏大

独墅湖校区二期食堂三楼是东吴剧社同

学们经常排练的地方， 这里算不上是排

练厅， 因为它简陋到只能算作一个大的

过道。 同学们顶着

35

度以上的高温， 挥

汗如雨， 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

对话剧的热情。

在排练的地方， 四处布满着演出道

具及剪刀、 油漆、 木板等制作工具。 因

为剧社一直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平

时用的道具几乎都是剧社的同学们亲自

手工制作的。 有时候实在没钱了， 社员

们情愿自己往里垫， 却一点没觉得委屈，

因为大家都心甘情愿地为社团作贡献。

《孤》 中的唯一反派形象人物屠岸贾

的扮演者是教育学院的仇海旭同学。 从小便

喜欢表演的他， 一考入苏大就关注起了东吴

剧社， 并最终梦圆成为剧社的一员。 谈起自

己参与的角色， 他竹筒倒豆子般地谈了很多

感悟： “我每次演屠岸贾的感受都不一样，

每次都有各自特色， 但又都是符合剧情、 合

理的， 我可以每次都在台上寻找到自己最舒

服的表演状态。” 在他看来， 自己所学的应

用心理学专业与话剧表演是相辅相成的 ，

“通过表演， 我能揣摩不同的人物心理， 我

所学的心理学专业也能帮我更好地把握角

色。”

东吴剧社之所以能长久以来保持活力的

原因就在于剧社始终都有一群充满激情的

人， 他们主动接近戏剧、 走进戏剧并把自己

融入到剧社这个集体。 从最初的简陋舞台，

到苏大本部礼堂， 再到苏州科文中心的千人

大舞台， 一群非专业的青年拥有了与专业演

员相同的舞台体验， 一代又一代剧社人勇敢

地把戏剧向更大的范围传播。

让话剧渗透到校园的角角落落

每年新生入学社团招新， 东吴剧社都是

全校

200

多个学生社团中的绝对大热门。 前

来应聘表演、 导演、 编剧等职位的同学们常

常挤满报考现场， 这股对话剧表演的热情感

染着剧社的每一个人。

与别的学生社团不同， 东吴剧社设有专

门的 “预科班”， 这个预科班主要是针对新

进成员， 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理论传授和表演

训练， 从舞台动作到发声技巧， 社员们正努

力把一个非专业的学生剧社做到标准化、 专

业化。 当然， 没有人能真正从预科班毕业，

剧社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与大家共同的排练、

磨合中不断进步成长。

面对当前不少人认为话剧观众流失终将

走向灭亡的担忧， 剧社成员周艳烽的回答显

得异常坚定： “我认为话剧不会消亡。 话剧

表演要比拍摄电影难度大很多 ， 不能

NG

，

不能剪辑， 必须是纯功力、 纯表演 、 纯情

节。” 他用了一个很新奇的比喻， 话剧就好

比新鲜的无公害水果， 电影则像是添加了各

种色素香精防腐剂的果脯。 水果自然原生，

而果脯味道重， 香甜口感好。 可是社会越是

进步， 追寻自然原生的人也就会越多。 只要

有受众， 就有市场。 有合理的外部政策和积

极的内部发展， 话剧会愈久愈香。 剧好， 就

不会没人看。

东吴剧社不仅仅专注于自身的表演， 也

正在身体力行地向全校师生推广话剧 。 为

了弥补校内演出场次的不足， 剧社今年还

正式推出了东吴放映室， 定时为全校师生

放映经典话剧视频。 有趣的是 ， 东吴剧社

的表演是收费的， 每位观众进场要支付

2

元

门票钱。 社长郑婉解释说， 票款其实就是

为剧社赚些外快， 作为贴补剧社日常运转

之用， 同学们也都很理解这样的做法 。 对

于演出效果， 剧社还特地在观众中间做过调

查问卷， 结果显示， 观众对东吴剧社的表演

非常满意。 这让社员们在欣慰之余更是有了

继续努力的动力。

今年的中国校园戏剧节在

11

月份又将拉

开帷幕， 东吴剧社正集中全力排演一部自创

的新剧 《竞争》， 准备参加初选。 迄今为止，

东吴剧社已走过百年岁月， 剧社的成员不断

更新， 给社团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

积淀。 在一代又一代东吴剧社人的努力下，

这个百年社团将会在新时期创造更多的辉

煌， 散发出更迷人的文艺气息。

校园行

博客圈

奢华包装的求职观当摒弃

■

尹卫国

有媒体报道， 来自农村的研究生晓燕，

求职半年花费近万元却至今无果， 其求职成

本主要用于交通、 通讯、 制作漂亮简历、 职

业正装、 自我包装等。

眼下正是大学生求职旺季， 年年看涨的

求职成本令许多家长不堪重负。 据问卷调

查， 去年北京应届大学生用于找工作的费用

人均

8000

余元 。 教育专家说这是 “毕业消

费”， 商家称为 “毕业经济”。

“毕业消费” 消费些啥？ 主要用于公关

求职、 形象包装、 请客送礼、 托关系找工作

等。 笔者的一位亲戚的孩子今年毕业于南京

某大学， 据他讲， 毕业求职通常要过三道

坎， 一是自我包装， 男生要包装得彬彬有

礼， 具有绅士风度。 女生要打扮得高雅靓

丽， 许多女生还花大价钱拍摄写真集作为求

职敲门砖。 这里里外外从头到脚的一身行头

都是靠人民币铺垫的。 若不包装 ， 一副寒

呛， 即便你有能力， 用人单位也很难看得

上。 二是请吃请喝。 离校就业前同学相互请

吃， 天天杯盘狼藉， 若不想掏钱请客会被同

学瞧不起，自己也觉得很没面子。 三是送礼。

就业形势严峻，找个理想工作不容易，向给自

己提供帮助的人表示一下算是人之常情。

这三道坎似乎成了求职时尚和难以逾越

的鸿沟， 大学生几乎人人难脱俗。 但高居不

下的求职成本却给许多家庭增加了繁重经济

负担， 家长们无奈地说， 孩子上大学花大

钱， 没想到毕业找工作还要花大钱。

求职成本迅速攀升原因何在？ 主要源于

僧多粥少， 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太多， 而被大

学生视为理想的工作岗位太少， 满足不了需

求。 同时， 社会不正之风助长了求职成本的

攀升， 高昂的求职成本也给社会带来不良影

响， 且易滋生求职领域的腐败。

过高的求职成本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家长们对此反映强烈， 笔者认为降一降求职

成本非常必要也完全可能。 如何降？ 首先要

端正就业市场风气 ， 崇尚节俭的求职观 ，

摒弃过度包装的奢侈风。 求职就是找工作，

不是相亲找对象 ， 强调适当包装不过度 ，

实无必要精雕细刻， 把自己打扮得风度翩

翩、 楚楚动人。 用人单位需要重点关注大

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真才实学， 不能只看外

表以貌取人， 因为华丽的包装只是昙花一

现， 你招聘的是人才而不是花瓶 。 大学生

则应该用才智和能力去应聘， 而不是靠所

谓的包装行头和写生集取悦对方 ， 因为真

才实学才是你的立足之本， 是你干事业出

成果的资本。 同时， 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

节俭教育， 减少或杜绝大学生离校时大吃

大喝、 铺张浪费。 有关部门要强化对求职

市场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或腐败的监督查

处。 如此三管齐下， 相信就业市场的风气

会净化， 求职成本定能降下来。

大一新生成“奋斗哥”

近日， 一张题为 《一个艰苦奋斗的

故事》 的传单爆红网络， 传单主人列出

各项服务： 打饭、 补课、 开锁……无所

不能， 还保证随叫随到。 一时间， 全能

“奋斗哥 ” 的声名在网络传开 。 “奋斗

哥” 就是华南农业大学大一新生罗俊杰。

这位华南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环境工程

专业的大一新生， 才步入大学不久， 国

庆时便想出了一个既可以服务同学又可

以赚钱的项目。 传单上， 除了打饭、 采

购这些简单的事务， 修理床柜、 维修电

器电路、 开锁解锁、 水管维修， 甚至通

下水道这样一些专业维修师傅才能做的

事， 罗俊杰也照单全收。 对于他的这种

创业方式， 有人大赞他头脑好使， 但也

有不少人揶揄他的服务业务。 “大面积

的此类服务， 会放任很多同学的惰性。”

对此， 华南农大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曾雅

丽表示， 大一新生就谈创业还为时过早，

且这种形式的服务不叫创业， 只能说是

勤工助学。

（黄文 辑）

近日， 武警江苏扬州边防检查站官兵走进扬州大学师范学院， 宣传 《兵役法》

修正案， 激发大学生参军入伍报效国家的热情。 新修改的 《兵役法》 对征集大学生

入伍的优惠政策作了制度性规定。 图为官兵向大学生讲解大学生入伍的优惠政策。

费伯俊 摄

!

45

支

CUBA

湘军会战湖南工大

11

月

4

日， 第十四届

CUBA

中国大学

生篮球联赛基层预赛暨

2011

年湖南省 “长

河杯” 大学生篮球赛 （

2011-2012

） 在湖

南工业大学鸣锣开赛， 来自湖南省

45

支高

校男女球队在该校上演为期一周、

105

场

精彩比赛来拼抢分赛区出线权。

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高校间篮球

联赛简称

CUBA

，

1998

年开始正式推行，

设男子组和女子组， 宗旨为 “发展高校

篮球 ， 培养篮球人才 ”。 依据湖南省惯

例， 本次预赛分为大学组、 学院组、 高

职高专组， 比赛采用分组单循环的赛制

决出各组的名次。 各组名次靠前的球队

再进行争夺参加明年

CUBA

西南赛区比赛

的资格。 首场比赛由东道主湖南工业大

学男篮迎战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此次预

赛参赛队中不乏湖南师大男女篮、 国防

科技大学男篮、 湘南学院男篮等曾经入

围过

CUBA

八强或十六强赛的强队， 也有

中南大学男篮等新锐之师。

（通讯员 吴铝锌）

流星雨

东吴剧社的学生在排练。 丁姗 摄

“三把火”点亮陕西职教

（上接第一版） 从

2007

年起， 省政府每年

统筹安排两亿元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支

持骨干职业培训学校 、 实训基地建设 、

师资队伍建设和学员学费补贴、 贫困学

员生活补助、 学员教材费补贴等。

陕西省教育厅将 “人人技能工程 ”

作为全省职业教育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

制定了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 对实施任

务进行了分解， 并在全省确定了

24

个县

（区）、

50

所职业院校为 “人人技能工程”

实施工作重点县区和学校， 明确和强化

了 “人人技能工程” 实施工作的各项政

策措施。

按照省政府的部署 ， 陕西省各地 、

各职业院校积极行动起来。 部分 “人人

技能工程” 实施工作重点县的工作开展

得扎扎实实， 有力地推动了此项工作的

开展。 南郑县职教中心开设了掌握技能

快、 就业待遇高的计算机应用、 电子装

配和数控机床

3

个专业， 参训学员统一住

校培训， 免收学费、 实习费、 住宿费等

一切费用。 渭南韩城市职业中专对全市

未升学初中、 高中毕业生进行了逐村逐

户的调查摸底， 做到了乡不漏村、 村不

漏户、 户不漏人。 商洛市洛南县以县职

教中心为主体， 整合县农技校、 农广校、

农机校、 职业培训中心职教资源， 成立

洛南县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彻底改变了

各自为政、 条块分割、 资源浪费的状况。

截至目前， 陕西省财政共投入项目

资金

10

亿元， 其中仅县级职教中心专业

建设就投入专项资金

3.2

亿元， 推出了一

批紧贴市场需求和农村生产实际的新专

业， 有效增强了农村职教的针对性和吸

引力， 共培养中职学历毕业生

143.5

万人，

培训农村新增劳动力

70

万人， 培训了一

大批 “离土不离乡” 的新型农民， 实现

了新增劳动力 “人人有技能、 个个能就

业” 的目标。

构建服务网络创新现

代农业职教发展体系

新世纪以来， 越来越多的农民渴望

走出家门务工致富， 然而， 文化素质偏

低、 劳动力技能匮乏成为横在他们面前

的障碍 。 从事扶贫工作的同志常感叹 ：

“年前送了一只羊， 过了年再去看， 就剩

下墙上一张羊皮了 。” 干部 、 群众也呼

吁， 送钱送粮不如送技术。

为加快职教服务劳务经济的步伐 ，

从

2003

年开始 ， 陕西省财政每年投入

2000

万元， 全面启动了 “一网两工程”。

建立一个网络， 即建成以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 以农

业类普通中专学校为骨干， 以

70

所县级

职教中心和

200

所职业高中为基础 ， 以

5000

所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为辐射点， 开

展项目引进、 人员培训、 生产示范和成果推

广的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的网络体系。

实施两大工程， 即职业教育强县富民工

程和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

程。 职业教育强县富民工程， 就是充分发挥

职教作用， 把农村现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同时， 引进新项目和调整产业结构， 努力形

成 “一乡一品”、 “一县多品” 的产业格局，

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职业教育促进农

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 就是以促进农村劳

动力转移为目的， 加强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

能培训。 通过 “一网两工程” 的实施， 达到

引进一个项目、 形成一个产业、 培训一批人

才、 致富一方百姓的目的。

陕西省教育厅还作出决定， 在

3

年内建

成

70

个县级职教中心， 并以此拉动乡 、 村

农技校建设， 创建省级示范乡镇农技校

60

所， 形成县域人才培养和技术推广网络体

系； 根据县域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的变化，

创建一批适应县域特色产业、 支柱产业要

求的骨干专业； 强化劳务输出培训 ， 重点

建设一批劳务输出培训的骨干基地 ， 打造

陕西劳务品牌； 以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和促

进农村脱贫致富为出发点， 建立以杨凌为

“辐射源” 的农业技术推广平台和人才培训

网络， 引进适应群众生产需要和致富要求

的技术项目。

目前， 陕西省

42

个主要实施县 （区） 已

引进各类致富项目

364

个， 如咸阳市武功县

职教中心瞄准传统的乡土工艺， 开展土织

布、 刺绣专业培训， 形成了有

700

多个农户

加入的民间手工工艺产业圈， 人均年增收

1610

元。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把培训延伸到农

业龙头企业， 面向

1016

个涉农企业开展循环

农业、 设施农业、 生态养殖、 农畜特产深加

工等农业高新技术培训， 年培训

8000

人次。

陕西省眉县外出务工返乡的侯月红深有

感触地说： “我外出打工这几年， 尽管每年

都能赚到

1

万多块钱， 但由于缺乏相关知识，

吃了不少亏。 通过 ‘一网两工程’ 培训， 我

学到了不少实用知识， 这样的培训太及时、

太有用了。”

2008

年， 陕西省政府实施 “民生八大工

程”， 将职教项目列为十大重点项目之首。

省财政每年投资

2.25

亿元， 用于县级职教中

心、 专业实训基地、 示范性中职学校、 精品

示范专业、 师资培训等项目建设， 加上地方

配套资金， 累计投入

12.4

亿元； 全省新建了

30

个、 加强了

97

个县级职教中心， 建成综合

性实训基地

11

个、 省级专业性实训基地

44

个； 建设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范立项学校

22

所、 省级示范性中职学校

33

所， 建成精品、

示范专业

226

个， 重点建设了

8

个省级教师培

训基地， 累计培训中职骨干专业教师

5700

名； 打造出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省电

子工业学校、 神木县职教中心等一批在省内

外有影响的职业院校， 培育了 “杨凌农科”、

“渭北技工”、 “米脂家政”、 “蓝田厨师”、

“秦巴茶艺” 等五大职业技能品牌， 职教吸

引力进一步增强。

2010

年， 陕西省进一步创新现代农业职

教发展体系， 构建农村职教服务网络， 开始

实施 “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工程”。 一是

由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牵头， 联合省内有关农

林类职业院校、 行业协会和企业组织， 成立

杨凌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集团。 二是依托杨凌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建设陕西现代农

业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 今年在每个市分别

确定两个试点县， 作为试验区的试验基地，

开展现代农业人才培养、 生产示范、 信息服

务和技术推广。 三是创建陕西现代农业职教

发展工程示范县， 用

3

年时间建

30

个示范县，

形成陕西农村农业职教的骨干力量。 四是以

现代农业新技术、 新产品的开发和新成果的

推广为主要发展方向， 重点建设

10

个高职学

校、

20

个中职学校涉农专业点。 同时， 改革

招生制度， 涉农专业学历教育学员年龄原则

上放宽到

35

周岁， 允许通过非全日制中职学

历教育和实施弹性学分制等教学管理模式，

3

至

5

年内完成学业。 目前， 已有

70

所中职学

校开设了涉农专业， 涉农专业在校学生达到

67203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