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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愿干泥工

只是表象

中国青年报

12

月

4

日 作者： 惠铭生

时下， 一些年轻人愿干或不愿干哪一

项工作， 计较的并不一定是工资的高低、

活计的脏累， 而是与就业质量有直接的关

联。 人们心仪的工作起码是： 薪酬合理，

岗位稳定和安全， 权益有保障。

若想让“国考” 热降温， 不只是在于

更新、 扭转国人的就业观， 关键是， 能有

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确保每一个领域、 每

一个行业能给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岗位、 权

益和社会保障， 让每一位从业者干得放

心、 舒心和安心。

【点评者说】 年轻人想找有编制的工

作， 是其关注自身权益的正当诉求， 本无

可厚非。 这一现象背后更反映了当前社会

上的一些行业、 一些岗位并不能保障就业

质量， 无法带给就业者安全感。 因此， 相

关部门与其说些让年轻人望梅止渴的空

话， 不如做些改善就业环境、 提升就业质

量的实事。

需用制度

防黄金大米再发芽

京华时报

12

月

7

日 作者： 徐立凡

有关“科研” 人员突破重重制度屏障

进行非法试验之举， 固然有其个人肇始的

主因， 但是， 这不能掩盖机制暴露出来的

漏洞———如果“科研” 真正按照规章办

事， 不会有此事发生， 如果“黄金大米”

入关时被及时检测， 不会有此事发生， 如

果学校负一点责任， 不会有此事发生。 然

而， 每一个关口都未履行好应尽职责。 这

是最不应该出现的“麻木”。

真相背后， 还需要挖掘真相。 这涉及

到对社会底线和伦理道德的捍卫。 在这样

的底线面前，“科研” 没有豁免权， 否则，

所谓科学就会失去意义。

【点评者说】 “黄金大米” 非法试验

的谜团已经解开， 其背后隐藏的一系列制

度缺失让人们不得不倒吸一口凉气。 相关

制度的执行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特殊

身份， 轻易把学校———社会良心的最后堡

垒攻陷。 这样的做法不是在进行所谓的科

学研究， 而是明知故犯， 知法犯法。

（本期点评人： 张滢）

这些声音值得倾听

据报道， 日前， 年仅

10

岁的福建泉州女孩阿红趁店主不备， 潜入

一家手机店， 偷走

1

万多元现金。 之后， 又若无其事地返回店里， 用

偷来的钱购买网络游戏币。

当前， 青少年因沉迷网络而导致的违法事件呈现低龄化趋势， 这

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监护人的教育不力有关。 一些家长由于忙于生计疏

于管教， 将孩子交给了电脑、 手机等 “电子保姆”， 以为孩子玩玩游

戏没什么， 只要不走出家门就不会学坏。 而当孩子出现贪恋网络游戏

苗头时， 家长又缺乏正确的判别力与指导力， 导致孩子弥足深陷， 有

的甚至因为种种原因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网络时代， 电子设备已经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刻意回避不

是办法。 如何扬长避短， 引导儿童善用媒体， 是摆在每一个教育者面

前的难题。 张滢

/

文 沉石

/

绘

日前，武汉大学将在明年举办120周年校庆的消息引来众多质疑。1983年过完“七十大寿”，10年后就过“百年华诞”，武大创立年

限现在被追溯到1898年中国现代大学开端之前。 媒体报道称，争当“中华老字号”并非武大一家，不少大学也存在类似问题。 本期话

题，我们一起来聚焦这一现象。

■

周良书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

大学校史，谁的记忆谁的历史？

■

周良书

时下一些高校因校庆而引发的 “校史风

波”令人关注。 相较之下，另一些高校对于校

史的态度，更发人深省。

据

1988

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

(1898

一

1949)

》（增订本）记载，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

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又可视为太学、国子

学（或国子监）的继承者。

1948

年北大校长胡

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也曾提到

:

“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 他可以追溯

‘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

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

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然而他却

就此打住， 且笔锋一转

:

“但北京大学向来不

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

愿意卖弄自己那两千多年的高寿……都是承

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 ”

北大为何如此谨慎而不愿拉长自己的历

史？其实，北大的谦虚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

“野心”，即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从

北大的立场考虑， 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

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如此看

来，校史的溯源，就不仅关系一个学校自我形

象的塑造和历史地位的建构， 而且还牵涉到

对一个国家教育体制变革以及外来西学东渐

的认同。

其实，每一所学校都有一个源头。自此，在

师长和学生中间，在教学的具体过程中，便会逐

步形成一以贯之的学源传统， 延绵不绝的精神

之脉。有之，不可视而不见；无之，也不能人为构

造。 否则，历史岂不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应该说，书写一个学校的历史，就是叙说

这个学校曾经发生的故事。把哪一些材料连接

起来，才更利于建构一个学校真实的历史呢？

校史的书写结构， 实际上就代表对学校

历史的认知方式。毫无疑问，师长和学生是学

校的主体。一方面，如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

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因

此，大师是校史的重心。 另一方面，大学也是

训练人格、传承文化的独立机关。大学的意义

在于造就理想人才。因此，青年学子的成长同

样在校史中不可或缺。

不过，师生的活动也要有一个“舞台”背

景。 这个“舞台”，既应有人造的建筑，也应有

自然的景观。现在，湖南大学把自己的历史追

溯至岳麓书院，虽然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

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多少年来，岳麓书院已

成为湖南大学的一种“集体记忆”。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它的遗址都是一个象征、一种

无形的力量，参与着湖南大学历史的形塑。如

果从这个意义上说， 岳麓书院完全可以写入

湖南大学的历史，至少是

1926

年以后的历史。

如此而论，学校的历史，首先应当是学校

师生历史。 但又不独于此， 它还应该是一个

学校空间的历史、 建筑的历史 、 生态的历

史。 更有甚者， 学校的历史也不该只是既成

事实的备忘录。 在不同的时空中， 对学校未

来的想像和未实现的愿景， 也可以成为学校

历史的一环。

“校庆搭台，经济唱戏”可以休矣

■

储召生

围绕武汉大学明年的

120

周年校庆，社会

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明年武大建校究

竟是

120

周年还是

100

周年， 这应该算是一桩

学术上的公案， 局外人似乎也没必要过多关

注。但无论是武汉大学校方还是批评者，其争

论的重点似乎都不止于此。社会所关心的，是

这几年兴起且渐呈泛滥之势的所谓 “校庆文

化”现象。

这就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大学为什么要大搞校庆？极而言之，为什么现

在一些大学热衷于大搞校庆？

当前， 一些大学似乎把逢五逢十的校庆

当成了头等大事，提前多年筹备不说，为了达

到某种效果甚至不计成本， 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 甚至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

安排。 这就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了。

大学之所以要花大气力举办校庆， 原因

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借此扩大社

会影响，让社会各界了解学校，特别是了解学

校这些年取得的新成就。 二是加强与校友之

间的联系，维护和开发校友资源。三是争取办

学资源， 赢得各方面对学校建设的支持。 其

中，争取办学资源是最关键、最直接的原因，

扩大社会影响也好，加强校友联系也好，最终

都是希望能达到支持学校建设的目的。

不可否认， 通过校庆这种形式可以扩大

大学的社会影响。但即使是围绕校庆的宣传，

同样必须严守“名实相符”这一底线，否则可

能会适得其反。从最近媒体的曝光看，这些年

个别高校随意更改校庆纪念日， 蓄意拉长建

校时间，故意盗用别校校史，闹出了许多“校

史”变“笑史”的笑话。还有一些高校为了扩大

影响， 借校庆之机刻意制造轰动性新闻吸引

公众眼球， 花费巨资邀请娱乐明星举办与学

术无关的活动，与大学的本质精神相违背。试

想， 这样的校庆到底向社会扩大了怎样的影

响呢？

校友是学校的宝贵资源。 从国外的情况

看，有所成就的校友为母校的建设出把力，似

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对我国高校而言，校友

资源确实尚有待挖掘。 可校庆是开发该资源

的最佳时机吗？对于一些大额捐赠的校友，学

校理当给予一定的礼遇，比如安排讲演活动、

授予名誉称号等等，但在校庆这个“序长不序

爵”的特殊时期，如此安排势必会伤害另一些

校友的感情。

如今的校庆花样繁多，有建校校庆、命名

校庆、重组校庆、更名校庆、迁校校庆，等等。有

时候连本校校友都不明白为什么没过几年就

来一次大庆。 此外，对于那些热衷于三天两头

搞校庆， 或是借校庆之机大搞基本建设的高

校，如何加强与校友的联系更值得深思。 经历

了历次分拆整合、更名重组，不少老校友面对

陌生的校名和崭新的校园， 缺少了身份的认

同、思情的旧物，对母校的感情如何接续尚是

问题，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学校建设呢？

办学经费短缺， 是如今高校共同面对的

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通过举办校庆的形式筹

措办学经费、争取办学资源，本意是为了学校

的发展，即使因组织不当出了些意外，也无可

厚非。 但我们必须看到，通过校庆筹措经费，

进而发展为筹措经费依赖于校庆形式， 已经

使一些学校的校庆完全变了味。 这实际上是

前些年一些地方推崇的 “文化搭台， 经济唱

戏”的变形，其弊端已日益显现。牛津大学

800

年来从来没搞过像样的校庆， 不仅没有影响

到其筹措办学经费， 也没有影响到这所世界

名校声誉的传播。由此看来，我国一些高校的

校庆形式和经费筹措方式， 都有必要作出根

本性调整。

大学为何争当“中华老字号”

■

储召生

（中国教育报资深记者）

观察员

“校庆搭台，经济唱戏”实际

上是前些年一些地方推崇的“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的变形，其弊端已

日益显现。

校史的溯源，不仅关系一个学

校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历史地位的

建构，而且还牵涉到对一个国家教

育体制变革以及外来西学东渐的

认同。

公选校长：寓意深刻的制度变革

■

阎凤桥

日前， 教育部发布公告 ， 面向海内

外公开选拔北京科技大学等

3

所直属高校

校长。 这是继

2011

年

12

月首次全球公选直

属高校校长后， 教育部的又一项重大举

措。

在过 去三十多年时间里 ， 伴 随着

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 ， 我国的高

等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 ， 在校生

规模跃居世界第一 ， 学术论文发表数

量仅次于美国 ， 在一些硬件建设方面

也逐渐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

这是任何一个有国际学术交流经验的

人 ， 都能够感受到的事实 。 但是 ， 当

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仍然处于深水

区 。 可以预见的是 ， 公选校长这一新

举措和新尝试 ， 表现出了比以往更加

开放的姿态 ， 将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产生深远影响 。

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必然经历三

个阶段， 即器物层面的发展、 制度层面

的完善， 进而到文化层面的创新 。 我们

现在正从第一个阶段走向第二个阶段 。

今后的改革需要在制度和文化建设方

面下功夫 ， 建立基本的学术规范 ， 理

顺办学过程中的重要关系 ， 包括政府

与大学 、 市场 与大学 、 学 术 与 行 政 、

教学与科研等。 为了做到这一点， 就要

重视改造落后的文化观念。 从理论上讲，

大学具有 “有组织无政府”的特点， 那么

这种组织靠什么来维系和引导呢？ 无形

的文化可以作为纽带， 将在不同学科领

域具有不同学术志趣的学者联系起来 。

目前 ， 我国大学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 ，

都与学术价值观的缺失或错位有着密切的关

系， 比如学风不严谨， 学术浮夸与造假， 学

术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校长招聘体制改革

是学术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变革

对于严谨学风、 匡正学术行为， 将会产生积

极的影响。

不同国家大学校长所承担的职责和扮演

的角色不尽相同。 有人戏称， 称职的大学校

长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 一是为学校筹到足

够的款， 二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运动队。 这

实际上是一种过于夸张的说法。 在成功的校

长背后， 一定需要有多年积淀的学术文化和

规范作为支撑。 校长既要是先进文化的捍卫

者， 又要敢于摒弃落后的文化， 领导大学创

新。 我们希望看到， 新的校长招聘机制可以

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一股新的变革气

息， 改变过去那种眼界狭窄、 官僚气过重的

校长选拔制度。

国际性是大学学术工作的题中之义， 学

术工作可以超越国界。 自中世纪大学建立以

来， 国际性就是大学的明显特征之一， 包括

学者和学生的国际流动、 知识的共享、 制度

的传播， 国际化更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基

本趋势。 作为学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

全球范围内选拔校长， 本是情理中的平常事

情， 在西方国家更是普通惯例。 只是由于我

们过去将高等教育与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

起， 不敢作为， 才长期延续了封闭和保守的

作法。 在国家法律和基本学术制度的保证

下， 大学校长的能力可以得到放大， 个人权

力会得到必要的限制，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将

达成动态平衡。

最后， 公开招聘校长的作法还有另外一

层积极意义， 那就是改变我们国家过去长期

形成的以组织任命为特征的干部制度。 新的

校长聘任制度建立在个人自愿基础上， 其具

有自下而上的特点。 校长岗位首先是个人的

主动选择， 其次才经过由多方参与的考核。

通过这种制度选拔出的校长对于学校负责，

如果学校认为合适， 还可以灵活地确定校长

的任期。 这种新作法有利于形成一种特定的

学术管理人员竞争市场， 从而提升大学校长

群体的专业化程度和专业水平。 从社会文化

角度看， 有利于改变传统中形成的只强调社

会责任而忽视个人权利的文

化， 达到权利与责任的平衡。

虽然目前校长的遴选办法不

一定完全符合上面的说法 ，

但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积极

迈进。

面向全球公选高校校长的举措和尝试， 表现出了比以往更加开放的姿态， 将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

深远影响。

专业不是

死胡同

■

南桥

近来， 看到数则因学生不满专业，

从大学退学重考的故事。 不但学生浪

费了大量时间， 相关系科招来不喜欢

本专业的学生， 也造成了名额、 资源

浪费， 这是双输局面。

目前 ， 在国内换专业不太容易 。

但随着整体生源的下降和校际竞争的

激化， 在可见的将来， 学生选择的自

由度会变大。 灵活自由的体制， 将对

学校服务和学生选择提出新的挑战。

对于这种改变， 美国高校的学制

或许能提供参考。 很多美国高校的专

业， 是学生自己去 “申报” 的， 学生

一开始可以不确定专业。 许多学校实

行学分制， 学生可依据自己兴趣选课。

修到一定学分之前， 必须 “申报” 专

业。 申报后学分不够， 得延长读书时

间， 把学分修满。 早点读完， 可以早

点毕业。 其间， 学生也可辅修别的专

业， 只要把本专业学分修满即可。

在这种学制下， 学生学术导师和

学校就业指导所起的作用很大。 前者

帮助学生选择专业、 课程， 后者会提

供就业指导和帮助。 相对而言， 国内

辅导员制度， 专业化程度不足。 不少

辅导员侧重学生的在校表现， 对人生

规划缺乏指引。 很多辅导者自己工作

经历也不足， 指导起来颇感为难。

另外 ， 美国高校换专业的政策 、

程序， 网站上通常都可查到。 而国内

高校网站上这方面的信息不完全， 或

是比较模糊， 让学生摸不着门路。

对于学生来说， 未来最大的挑战，

是怎样去发现自身的长处和热情， 开

展合理的人生规划， 让自己的潜力和

学校的资源彼此丰富。 需要指出的是，

专业选择不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死胡

同。 教育除了增强专业方面的知识和

技能之外， 也应该增加我们学习、 思

考、 发现并解决问题的各种能力。 如

能二者兼得自然最好， 但横向技能学

得好的人， 在专业不对口的岗位上取

得成功的人也比比皆是。

在美国， 由于转换简单透明 ， 很

多人选择专业时没有豪赌一辈子的悲

壮， 也有很多人一辈子换了很多专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么做或许是一

种浪费， 但对于 “高手” 来说， 他们

能把所有专业的点串起来， 成为一条

强大的事业线。 我的一位同学， 本科

学文学， 后来读医学院， 再后来学教

育。 她最终在医学院教书， 用文学名

著去教医学问题 ， 比如用 《李尔王 》

教学老年痴呆症话题。 她的教学方法

新颖独到， 为此还获得了相关基金的

资助。

当然， 也有学生换来换去 ， 找不

到自己的方向， 到了四五十岁还不知

道自己在干什么。 很多小留学生从语

言班或本科开始读起， 面临的选择空

间更大。

当没有人可以阻碍专业转换的时

候， 又该如何消费这种自由？ 这时候，

学生需要一套新的技能。 未来的学习

和工作 ， 都将越来越倚重他们分析 、

评估甚至独创的能力。 而学生能否具

备这种能力， 就要看教育者的功夫了。

（作者为旅美教育工作者）

域外风

没有人能从

应试中真正受益

■

张滢

齐鲁晚报报道 ， 日前 ， 山东省郓城

县实验中学一名高二学生小昱因对排座

位 “想不开”， 在学校跳楼自杀身亡。 花

季少年骤然离世， 除了带给家长、 教师、

同学无尽哀思， 也让许多旁观者大惑不

解： 成绩一向优异， 在刚结束的期中考

试中分数还位列理科年级第一名的他 ，

为什么会把一件小事视为难解之结？

据记者了解 ， 该生所在班级规定 ，

前

4

排座位分别由

4

名班干部负责管理， 同

时班干部有权挑选同学作为自己的组员。

在新一轮“挑选”中，小昱由于性格孤僻、

不擅与人交流，落选了。就在落选当晚，小

昱烧掉了全年级第一的荣誉证书，在与班

主任沟通失败后，选择了轻生。

从表面上看 ， 小昱轻生的原因主要

是性格问题———心理极度脆弱 ， 受不了

一点小小的挫折。 但细究起来， 这一事

件是长期以来师生受 “考试成功至上 ”

这一信念遮蔽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中的

每一个相关者及每一个环节都或多或少

存在问题。

为了保证教学内容的有效传授 ，“管

住”学生成为教师的重要诉求。 由此，教师

必然要通过不断改进或更新管理方式，实

施对学生的控制。 而以此为基础制订出的

班级管理制度，即使再“创新”，也难逃僵

硬、死板、缺乏民意的特征。 那么，进而导

致班干部对自身服务同学的功能认识不

足，行事从个人好恶出发，有意无意地对

小昱造成伤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小昱

本人，则把成绩优异视为所向披靡的“通

行证”，过度将自尊与外物挂钩，对自我缺

乏明确认知与定位。 一旦遇到挫折，缺乏

足够的自信作为心理支撑，便立刻转向价

值幻灭、自我否定。

尽管近年来 ， 许多地方和学校已经

意识到应试教育的弊端， 并以规范化办

学积极改进 ， 但短期内 ， 应试 “幽灵 ”

的魅影对教育的影响仍然难以根除。

更值得注意的是 ， 以往人们认为应

试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 ———为 了 部分

“优秀生” 的成功， 牺牲大多数学生的利

益 。 换句话说 ， 至少还有人从中受益 。

而小昱的经历则告诉我们， 应试 “幽灵”

已然失控。 近年来， “优秀生” 在学校

或社会中， 因为点滴挫折动辄颓废甚至

选择轻生的报道屡见不鲜， 需要引起我

们的警惕。

当应试 “幽灵 ” 领着教育在偏离的

轨道上走得越远， 也就离 “人” 的目标

越远。 在这种教育下， 即使在小范围获

得了所谓的 “成功”， 学生也无法真正从

中得到成长的原动力。

低龄童沉迷网络令人忧

声音

校史并不是尘封的故纸堆 ，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养料。

在当下一些大学被功利、 浮躁之

风裹挟的情形下， 回顾校史， 让

人以史为荣， 也可以史为鉴。

———徐敏

“没有历史制造历史也要上”

的精神不值得大学学习。 踏踏实

实办学， 历史不够长也能赢得认

可； 不传承精神只单算年限， 历

史再悠久也不能带来口碑。 攀附

几匹断壁残垣， 带给大学的正能

量实在少的可怜， 把同等心思投

入到教书育人、 求索创新， 才能

铸成在下一个百年仍脍炙人口的

鲜活校史。 ———张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