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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 恒

过去的整个暑假，浙江农林大学各

个院系都在忙着同一件事——为新一

轮人才培养方案的全面修订进行调研

和论证。在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副院

长刘庆坡眼中，十余年来，数这一次培

养方案的修改力度最大。“其中，全校的

涉农专业都在按照新农科的要求，调整

和升级人才培养模式。”以刘庆坡所在

的农学院为例，涉农专业将增加不少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比如“大数据在

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农业信息技

术”“农业机器人技术基础”。“不再只是

传统农科内的课程了，我们需要打破

‘看不见’的墙，让学生开阔眼界。”刘庆

坡告诉记者。

始于今年6月的这轮人才培养方

案改革，是浙农林大加速推进新农科

建设的又一次尝试。早在2018年，学

校就开办了新农科求真实验班，以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学校还举行了新农

科建设研讨会，此后，不仅组建了校专

业建设委员会，而且在全校所有涉农

专业设立新农科专业建设工作小组，

通过人才培养方案全面修订和专业评

估，找准专业建设短板，加快现有专业

改造与提升。

“由于历史原因，涉农专业曾长期

按照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来划分。然

而随着现代农业、现代农场的发展，已

越发脱节。”浙农林大教务处处长郭建

忠表示。“以农学专业为例，之前学科条

块分割、学科壁垒明显，知识结构之间

相对独立，很少交叉。”刘庆坡说。

如何让传统农科“不落后”于产业

变化？“新农科意味着新的理念。”林业

与生物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正加认

为。“比如在林业产业方面，要从原来强

调经济生产的‘砍木材’向重视生态保

护与建设的‘看木材’转变。此外，林木

的育苗、初加工、灌溉现在都可以借由

机器来完成，引入5G、大数据和GPS定

位等新技术。”因此，林学院也在“新版”

培养方案中加入了课程群这一中介，即

由教师按照专业最新知识体系的“脉

络”来重组各相关课程，减少内容重复

和“炒冷饭”。同时，学院还将实施“竞

赛入课堂”政策，每名本科生均须在导

师指导下参与一次学科竞赛，增强创新

能力。

在学校层面，浙农林大已将建设人

工智能学院等一批产业学院纳入规

划。“我们的产业学院要建得有别于工

科院校的产业学院。它们要为未来农

科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郭建忠说。去

年年底，学校又与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牵头，联合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等发起成立天目山大学生野

外实践教育基地联盟，让农科学生的知

识视野走出书本，回归实践。

农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也亟待再梳

理。“我们要从过去偏重产业服务，转为

更多关注学生全面发展，推动专通融合

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郭建忠

说。这个学期开始，学校把之前在新农

科求真实验班中开展得效果较好的学

术英语、新生研讨课和大学写作等课程

在校内更大范围进行推广。在郭建忠

看来，推开新生研讨课，能弥补农科学

生大一第一学期专业课不多，但又迫切

想增加对专业的了解程度的需求，从而

更早提升他们对专业的认可度和认同

感。2014年，浙农林大确立了拔尖创

新型人才、复合交叉型人才、高级应用

型人才等三种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根

据各自目标细化培养路径。比如在聚

焦创新的新农科求真实验班里，强调

宽厚基础，专业课程覆盖了

农科主要基础课，同时又增

加了国际交流课程，增强学

生的对外学术交流能力。

定向培养一直是农科专

业人才培养的有机组成部

分。浙农林大的定向培养项目曾获中

国校企合作好案例，眼下又在酝酿实施

定向培养“2.0版”。郭建忠介绍：“需要

定向人才培养的基层单位，往往都面临

着一定的人才缺口。我们想通过跟他

们共建专业实践基地，来改善当地的人

才荒，同时增加学生对社情的认识。”在

农学院，教师们已经在尝试结合定向生

的特点，改进培养策略。“招进来的定向

培养的学生生源质量较好，而且他们某

种程度上是‘带着工作’来上学的，关键

在于如何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刘庆

坡说。因此，学院不仅允许这些学生选

修不同农科专业的课程，广泛涉猎，还

鼓励他们参与学生管理事务和社团活

动，提升其合作和沟通能力。由于把准

了人才培养的“脉”，学生和用人单位的

满意度近年来都保持在高位。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新

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立项结果。

浙农林大有5个项目入围，数量在各高

校中位居前列。

□陈洪捷

谦虚是一种美德，对于学

者来说，谦虚似乎尤其重要。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学术传

统中，谦虚历来被视为一种治

学的美德。

科学家的谦虚不仅仅是学

者个人的品质，同时也是学术

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科学家或

学者群体的一种行为规范。

谦虚作为一种科学家的精

神气质，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

层面：其一，对前人以及同行研

究成果的尊重，这不仅仅是指

技术层面的尊重，例如不能抄

袭，更是一种道德层面的尊重

和体认，一种对学术共同体的

敬畏感；其二，对知识的严谨态

度，即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老

老实实的治学态度，不夸大其

词，不虚美；其三，知道自己的

不足和局限，也就是所谓的自

知之明或“学然后知不足”。

由此三者所构成的这种精

神 气 质 ，可 以 称 之 为 学 术 谦

虚。学术谦虚这一精神气质使

得科学家和学者们“不喜欢说

得太多和太响”，不喜欢“夸张

的手法”或“自我吹嘘”，能够保

持一种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

但曾几何时，谦逊的学术

文化开始发生变化。在“创一

流”和“做大做强”的主旋律影

响下，“谦虚”的美德似乎被淡

忘了。学术上的“不谦虚”现

象，比如夸大、夸耀、自傲日渐

增多。

具体说，学术上的“不谦

虚”现象主要有两种表现。一

种是自我包装。在高校中，申

请项目、申请经费、申报奖项、

申报头衔、准备评估材料、准备

晋升材料都是教师们绕不过去的事项，而这

些事项都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如果申报人仅

仅讲述事实，而缺乏“美言”或“美颜”能力，

或许就会失去机会。

另一种是自我推销。传统中那种“酒香

不怕巷子深”的智慧已经显得有些过时，自

我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宣传已逐渐成为

一种合情合理的行为。不仅教师如此，学生

也是一样。

这种自我包装和自我推销的做法当然

不会从天而降，不是因为人心不古，而是与

我们的学术管理制度密切关联。

应当看到，正是新管理主义、评估崇拜

以及种种以“卓越”为导向的运动使得自我

包装和自我推销悄悄地演变为一种正当的

行为，也使得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不知不觉地

在远离谦虚的传统。应该说，这种夸大性自

我表现的做法已成为大学组织中成员们的

一种生存策略。

更有甚者，已经不满足于自我包装和自

我推销，跨越雷池，径直搞起自我虚假包装

和自我虚假推销。

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当然深恶痛

绝，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措施。但我们在

治理学术不端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看似合

理的学术自我包装和自我推销，其实已经为

学术不端的行径奠定了基础，学术不端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我包装和自我推销行

为的一种延伸。因此，重塑学术谦虚这一学

者的精神气质，应该是净化高校学术环境，

净化学术文化的关键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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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 朦 陈 泼）
“哇，考过了，好厉害！”浙江万里学院钱

湖校区组合公寓楼的值班室近日总有学

生扎堆前来道喜。原来，楼里的宿管阿

姨裘益君参加并且通过了全国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

裘益君之所以会参加会计考试，还

要从去年与学生的一次“陪考之约”说

起。当时，裘益君注意到一名大四学生

情绪低落，接连几天都很沮丧，就主动把

她拉到一旁询问情况。学生这才透露

缘由，因为会计资格考试一分之差没过

而郁闷不已。性格爽朗的裘益君当即表

示，“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只要用心复习，

明年一定可以过，不要灰心，阿姨陪你一

起考！”就这样，陪考之约达成了。

从约定之日开始，裘益君说到做

到，初中毕业、年近50岁的她戴起老花

镜，跟着学生一起看书、刷题。裘益君

还利用碎片时间上网课，把重点内容截

图下来，一段时间下来，手机里存了好

几百张网课截图笔记。

“我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同学

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找理由，找到方法

坚持下去，哪怕没有成功也问心无愧。”利

用半年的业余时间，裘益君和学生们一起

上网课、背重点、刷题……最后一次性通

过考试，成为学生们眼中的“学霸阿姨”。

像裘益君这样励志的后勤员工在

万里学院还不少，有考教师资格证、营

养师资格证的，还有各类“达人”。“生

活区也是大课堂，学校后勤工作人员

的这些励志故事为同学们树立了很好

的学习榜样，这也契合了学校一直倡

导的‘生活思政’理念。”万里学院副校

长陈建革说。

温大邀新生“一起享瘦”

本报讯（通讯员 温大萱）刚进校报到，温州大

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新生小马就接到了学院教师

的邀请，免费参加学校的健康享瘦俱乐部。“本来就

比较胖，疫情期间运动少了，体重更是失控……现在

有专业老师量身定制，还有学长监督考核，一定能达

到减重的目标。”小马说。

据了解，今年温大根据2020级新生的大数据统

计情况，筛查出一批BMI值（身高体重比）严重超标

的学生，并在招录工作结束后，征求学生本人及家长

意见，在确保安全健康的前提下，进入温大健康享瘦

俱乐部。在俱乐部里，教师将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

定制个人饮食和运动处方，并安排有氧舞蹈、游泳、

定向拓展、体适能等课程，同时还会有高年级学生团

队参与督促。

温大体育与健康学院学生体质健康中心负责人

张娜介绍，大学生体育不达标，会影响其正常毕业。

而据学校统计，2019年全校肥胖学生体质测试不及

格率高达62.5%。俱乐部的成立，不仅可以帮助达标

困难的学生从一入学就做好准备，更能促使他们尽

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享受健康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林晓莹）日前，由浙江工商大学

与杭州市共建的杭州之江经济大数据实验室（智库）

揭牌。

据介绍，杭州之江经济大数据实验室（智库）以跨

学科、跨学院、跨专业的方式汇聚了研究团队，结合大

数据主流算法、人工智能算法开展建模，同时，关注研

究对象的隐私、敏感信息保护，保证数据使用中的安

全性。

接下来，杭州之江经济大数据实验室（智库）将重

点围绕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等常规性问题进行设计，

实现多维大数据的融合，研发经济运行指标的预测预

警模型，并发布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大数据专报、杭州

市经济运行预测报告等。浙商大校长郁建兴表示，杭

州之江经济大数据实验室（智库）是一个能深化拓展

校地合作，将助推浙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建设，为将

杭州打造为“数字经济第一城”提供项目支撑。

专家专家 点

浙农林大：打破“围墙”，树农科“新”风

只为安慰考试失利学生

万里宿管阿姨陪考陪成“学霸”

近日，浙江财经大学组织学生前往校内
的“幸福菜园”下地体验。学生们在后勤教
师的带领下分组开展了玉米采摘、菜苗栽种
和菜籽播撒等活动，直观感受粮食长成的不
易。接下来，校方将把“幸福菜园”打造成学
生劳育的实践场。

（本报通讯员 赵 蕾 李 茜 摄）

幸福菜园幸福菜园 收获满满收获满满

本报讯（通讯员 田可欣 吴祉淳）日前，浙江传

媒学院4K电竞综合演播室正式投入使用。

据介绍，该演播室集教学、科研、创作、社会服务、

电竞赛事直播功能于一体，设有4K演播厅、电竞解说

及虚拟演播室、电竞超高清导播室、音频制作室、智慧

广电研究中心、数字创意中心、4K审片室、战队训练

室及其他电竞场馆和附属用房等，面积有3000多平

方米。演播室将服务该校在4K电视节目制作、4K超

高清技术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为多个相关专业开展

教学活动提供实训场地。

本报讯（通讯员 高 阳）近日，台州学院举行了

“长江学者”苏春翌教授入职仪式。据悉，苏春翌也是

台州学院引进的第一位“长江学者”。

据介绍，苏春翌2007年度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

者”讲座教授，主要从事机器人控制及精密机电系统控

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近年来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863计划等课题，科研项目引领科技前

沿。而台州学院于2018年成立了航空工程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对标台州市“七大千亿产业集群”，在智能

制造、机械设计制造和航空无人机智能领域服务地方

产业。苏春翌的加入，将为航空工程学院带来新的活

力，并有助于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综合实力。

近年来，台州学院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

大人才引进力度，近三年引进博士260余人，先后引

进了“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省151人

才工程第一层次等省部级人才20余人。

台州学院
引进首位“长江学者”

浙江传媒学院建成4K电竞演播室

浙商大与杭州共建大数据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