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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熊飞

当一些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出现奇

葩论文时，人文社会科学类的CSSCI期刊

（简称 C 刊）也遭到众多高校师生的吐

槽。记者调研发现，C刊发表论文被称“难

于上青天”，“僧多粥少”已引发了不少负

面连锁效应，且催生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严重打击了人文学科研究、建设和人才队

伍培养的积极性，加剧人才流失。（4月8日

《半月谈》）

发 C 刊一直是人文社科类业内人士

的头等大事，因为这不仅关系到顺利毕

业，也关乎应聘找工作、职称晋升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作为业内认可的评价体

系，C刊的存在及各地各单位对发C刊的

要求，有其合理性。作为难以定量评价

的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刊物

的权威性则成了最直接，也最公开透明

的评价标准。

这样的考核体系，对于促进研究成

果、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可

过分依赖这一单独的评价体系，乃至唯C

刊论英雄，则有矫枉过正、走上另一个极

端之嫌。笔者以为要改变C刊发文“难于

上青天”的现状，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首先，我们的人文学科研究须不断提

升水平，业内人士要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

学术论文。国内论文良莠不齐、滥竽充数

的现状大家有目共睹，如果不着力于提高

自身研究水准与论文水平，即使 C 刊再

多、发文流程再规范，也终难登大雅之堂。

其次，要推进考核的多元化。将C刊

发文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显然不够合

理，也使得评价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对于

高校教师来说，最本职的责任是教书育

人，教学质量应是最根本的评价，可当下

唯论文特别是唯 C 刊的考核评价体系则

变相逼着部分教师荒废主业去从事论文

写作。只有有针对性地建立更加多元的

考核体系，不唯C刊，条条道路通罗马，千

人挤独木桥只为一篇 C 刊论文的现状才

有望得到改观。

最后，则要加强对期刊特别是C刊的

规范管理。严打“靠刊吃刊”的行为，特别

是对于论文代发“一条龙”服务的灰色产

业链，要从全链条进行打击治理，不仅让

枪手得到惩罚，找人代写稿、收钱发稿等

利益相关方也应付出相应代价。只有让

论文刊发更加公开透明，杜绝人情稿、关

系稿、利益稿，同时树立起高质量论文方

能刊发的导向，才能让广大业内人士找准

努力提升的方向，提高论文刊发概率。

C刊指挥棒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在百

家争鸣的学术界如果只有 C 刊这一根指

挥棒，显然是不健康的表现，也无助于整

体学术水平与研究成果的提升。近期教

育部等部门密集出台相关政策，也是直指

这一痼疾和弊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C

刊发文不再让人如此难堪。

C刊发文不该让人如此难堪

如今，义乌有 40多个校园农场。为照
看好农场，近日一些学校的教师带着孩子
暂时接管了下来，他们种糖梗、种玉米、摘
豆子……忙得不亦乐乎。图为义乌市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接管教师和孩子在学校的黎
明农场干农活的场景。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校园春播忙

□本报记者 舒玲玲

收到考研复习资料后，浙江

海洋大学应届毕业生徐萍最近

忙着在朋友圈花式点赞“雅美

姐”，赞其物流满分、实物满分、

包装满分……

她口中的“雅美姐”就是浙海

大食品与医药学院学工办副主任

蒋雅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她第一时间搜集掌握了6个班共

182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信息，包

括就业现状、实际困难、期望得到

的帮助等。

“疫情来得急，找工作、写毕

业论文、考研复习等所需的资

料和装备，很多学生都没带。”

蒋雅美发现，准备不足成为学

生就业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也是引发他们焦虑情绪的主要

原因之一。

2月中旬，蒋雅美第一时间回

到舟山。她想帮学生把最需要的

东西寄回去，以解他们的燃眉之

急。找到学校宿管中心领导，道

明原委后，蒋雅美被允许在宿管

阿姨的陪同下进入学生寝室。此

前，她还建了个微信聊天群，让学

生在群里接龙发送需要代拿代邮

的物品清单。进入宿舍后，再一

一给他们打电话进行确认。

为找工作，药学专业应届毕

业生小刘跟同学一起在上海租了

房子。收到一家药企的视频面试

邀约后，他急匆匆地给蒋雅美发

去了求助信息，“我面试需要穿正

装，蒋老师能帮我寄过来吗？”很

快，蒋雅美帮他在宿舍里找到了

西服，还不忘叮嘱小伙子视频面

试时的注意事项。前几天，小刘

发信息说已经被企业录用了。

西服、笔记本电脑、专业书、

复习资料、个人作品……蒋雅美

代拿的东西越来越多。假期学校

物流停运，她只能先把东西拉回

家里消毒后再打包寄走。最远的

是在内蒙古的学生，快递的又是

笔记本电脑，担心路上有什么闪

失，她还自掏腰包给电脑保了

价。“跟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人比

起来，我做这些真的不算什么，而

且这也是身为老师应该做的。”

“你的考分那么高。看，一年

的努力没有白付出，继续加油！”

在寄出的包裹上，蒋雅美贴了这

样一张便笺纸，纸上全是她的暖

心鼓励话语。蒋雅美说，有的学

生通过了笔试、正准备复试，有的

面临调剂选择，还有的可能要准

备下一次考试，她就想给一点鼓

励，让他们在特殊时期感受到来

自学校的温暖。截至3月底，有近

20名学生收到了蒋雅美寄出的爱

心包裹。

给学生精准推送就业信息、

线上为学生修改简历、为学生提

供“云面试”指导……蒋雅美的手

机24小时在线。她还会主动给学

生打电话，询问就业进展，并有针

对性地提供就业指导服务。3月

20日，浙海大举行了首场空中招

聘会。在那之前，蒋雅美精心准

备了一场面向全校毕业生，题为

“如何正确解锁空中双选会”的讲

座，在线指导学生要注意哪些问

题，让他们受益匪浅。

“雅美姐就像是我们身边的

‘阿拉丁小姐姐’，有什么困难，她

都能帮我们解决。”学生们悄悄地

把聊天群更名为“阿拉丁小姐姐上

线”，每天向她进行花式“表白”。

蒋雅美说，自己作为一名辅导员，

就应该最大程度地急学生所急、想

学生所想、办学生所需，把推进学

生就业工作落细落小落实。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许多新困难。我省高校辅导员积极行动起来，为学生解难纾困，涌现

出不少优秀典型。本报即日起推出“就业路上，他们相伴”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浙海大的“阿拉丁小姐姐”上线了

□本报记者 舒玲玲

近日，由温州肯恩大学志愿者翻

译制作的张文宏演讲实录等科普视

频正式上线，共有英语、德语、法语、

意大利语等8个版本。

该校英语专业大二学生王鹏潮

负责翻译、字幕制作、视频处理和新

闻报告编辑等工作。去年，王鹏潮曾

获第23届“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辩论赛温州肯恩大学校选赛一等

奖，并荣膺“最佳辩手”称号。如果没

有疫情，他本将在3月代表学校出战

华东区赛。

“大家很积极地认领翻译任务，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都不放下工作，

硬生生地把自己熬成了时差强人。”

翻译小组成员之一、英语专业助理孙

彩慧说，有时他们还会因为一个词翻

译不到位而在群里讨论许久。

截至 4 月 14 日，由温州肯恩

大学教育基金会联合青年志愿者

协会发起并组建的中国防疫翻译

志愿者小组，已累计完成300多次

翻译任务，共翻译各国医疗产品文

件 1000 余页、援助意大利物资报

关文件140余页、各国疫情相关信

息汇总材料 28 期，并为新冠肺炎

专题科普视频翻译制作了多国语

言的字幕。

“这是一支人员散落在全球各

地、所有翻译工作在线上完成的庞大

队伍。”基金会秘书长孟骏说，团队中

70%的志愿者是来自温州肯恩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莫

斯科国立关系学院等国内外高校的

师生，也有部分是翻译机构、培训学

校的热心人士，还有海外华侨、留学

生、交换生等。从发布信息到招募千

余名志愿者，仅用了3天时间。

土耳其语的防护服说明书、俄语

的三层口罩商检证书、西班牙语的

3M口罩说明书、越南语的税单……

志愿者们翻译了大量来自海外的援

助物资的信息，帮助物资接收者掌握

使用方法，并将物资派发给需要的机

构和个人。每次有新任务，志愿者管

理团队都会将其发在群里供大家申

领。“翻译、校对、审读的流程一个都

不少。”他说，为了节省时间，志愿者

们往往会选择重点内容、须知内容进

行翻译。

而随着国内外疫情形势的逆转，

援助物资从输入转向输出，志愿者们

也从“外语译汉语”转向“汉语译外

语”。3月8日，省侨联找到志愿者小

组，他们有一批驰援意大利的物资需

要配套翻译，包括报关文件、捐赠文

件、物资证明文件等。为抢时间，30

多名志愿者通宵达旦地忙碌，第二天

晚上就完成了13套捐赠文件和5套

厂商及产品资质证明共计140多页

文件的翻译，加快了中国驰援意大利

的进程。

集结队伍线上翻译

温州肯恩大学驰援国际防疫

湖州为民办幼儿园解燃眉之急

本报讯（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屠红良 郭 红）近日，湖

州市教育系统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举措，助力民办幼儿园渡过

难关，促进民办幼儿园持续健康发展。

为帮助民办幼儿园解决资金短缺难题，湖州各区县教育

局将根据2020年学前教育专项预算标准，采取一次性预拨、

年终清算方式，预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公用经费补助及专任教

师薪酬支出所需资金。其中，吴兴区教育局给予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专任教师每人3000元的预拨补助，按民办幼儿园每班

5000元标准给予疫情特殊帮扶资金；南浔区教育局按每生400

元预拨2020上半年普惠性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给予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专任教师每人10000元的预拨补助；德清县教育局

已对全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预拨生均公用经费110万元。

与此同时，湖州各区县教育局一方面积极与当地人力社

保、税务等相关部门协调，帮助民办幼儿园落实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会保险费优惠。截至目前，该市108个民办幼儿园都已

享受到此项政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积极协助民办幼儿

园与户主沟通，落实租金减免政策。

浦江：
卫生健康专员驻校开展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冯寒冰）近日，来自浦江县中医院的医生

张江娇在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赶到了自己负责联系的浦阳

第五小学。

在浦江，县教育局与县卫健局携手，以县医共体和属地

卫生院为主，为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配备一名驻校助学健

康指导员，全程参与指导学校开学前后的疫情防控工作。实

地查看后，张江娇建议学校完善疫情防控制度，健全台账体

系，在使用消毒药水进行消毒作业时一定要对操作人员进行

相关培训，在消毒后进行二次清洗，确保做到安全消毒。

按照规程，此次驻校助学健康指导服务共分为三个阶

段。其中，第一阶段重点指导学校做好开学前的一系列准备

工作，包括防控制度、物资储备等；第二阶段在复学复课后的

第一周，重点指导学校严格落实教职工和学生“亮码”入校、

健康检测、卫生消毒、健康教育等工作制度，确保执行到位；

第三阶段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前期工作能够持续进行，直到

疫情结束。

浦江县将联合成立巡回指导小组，确保此项工作能够扎

实推进，让学生安全返校，健康上学。

永嘉开讲楠溪德育大讲堂

本报讯（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汪华新）疫情期间，如何

有效开展班主任培训？4月5日，永嘉县成立楠溪德育大讲堂。

据悉，该大讲堂由永嘉县陈建仁等4位名班主任工作室

领衔人或主持人共同发起。

大讲堂一经发起，就受到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建有6个

群，吸引了县内外4000余名班主任参与。未来工作室将进一

步健全规章制度，通过一月开展一次大型公益讲座，邀请有

关专家及各地优秀班主任就德育观点、读书会与教育故事、

班主任日常工作难点等问题开展线上探讨分享等方式，为班

主任队伍建设贡献力量。

永嘉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楠溪德育大讲堂是带动

省市县三级班主任联动的良好互动机制。

为助力学校复学，诸暨市教体局近日联合公安、交通等部
门，对学校开展校车安全检查。在校车接送前后，每天安排专
业人士对车厢内进行全方位消毒，并落实消毒记录登记制度。
校车内配备有消毒液、防护手套、一次性口罩、测温仪等。图为
安全检查场景。 （本报通讯员 杨日新 摄）

就就业路上业路上
他们他们相相伴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