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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近日，在中国计量大学

2022 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校长

徐江荣在致辞中向新生们提出

忠告：网络游戏是最大的校园

毒品，每年被取消学籍的学生

90%是因为游戏，且 100%不值

得同情。

新学期，数以百万计的 00

后新生已经或者即将迈入大学

校园。新生开学典礼具有很强

的仪式性和象征性，校长致辞

本质上也是一堂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的课程。“被取消学籍

100%不值得同情”的背后，是

教育工作者的良苦用心。

长期以来，“玩命的中学、

快乐的大学”成为一种怪圈。

为了激励和鞭策孩子们在学习

上更努力一些、再多一些坚持，

不少家长和教师习惯用“上了

大学就轻松了”来安慰和劝导

他们。殊不知，“上了大学就轻

松了”是一种陈旧、滞后的经验

之谈，背离了现代大学的实

际。如果信奉和认同这一点，

在大学校园里得过且过、浑浑

噩噩，终究要为自己的肤浅与

短视付出沉痛的代价。

与中小学相比，大学学习很多时候都是

开放式的；在“他律”缺失的背景下，如果大

学生缺乏自律自制，就难以抵制诱惑，最终

导致惰性滋长、欲望膨胀。大学倡导自主学

习，赋予学生们时空自由。当这种自由没有

禁忌与边界，恣意放纵的大学生有可能用几

年的轻松自在换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生

活不易”。

网游没有原罪，却不能“反客为主”。网游

受到部分青少年的青睐，就在于它满足了玩家

的精神诉求。不论是探索的乐趣，还是基于共

同爱好的社群认同，抑或清晰的即时反馈，在

网络游戏建构的虚拟世界里，一些青少年能够

收获满足感与成就感。可是，一些青少年沉迷

其中难以自拔，忽略和漠视了现实世界；“两耳

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玩网游”的本末倒置，让

一些大学生的学业亮起了“红灯”，不得不退学

乃至被取消学籍。

笔者长期在高校工作，既见识了一些人

因沉迷网游而不能顺利毕业，也见证了部分

学生的自律自强。如何让几年的时光更加充

实、更有意义，是摆在每个大学生面前的现实

考题。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步入普及

化阶段，凭借一纸学历和文凭“走到哪里都吃

香”，已经成为过去式。“被取消学籍100%不值

得同情”并非一位大学校长冷酷无情，而是爱

之深责之切；只有学会自律自制，只有让大学

成为一个重新奋斗的起点而不是终点，00后大

学生才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季 颖

“学习之要，在于主动；学习之道，

在于专注；学习之法，在于广博，同学

们要在学习知识中探寻真理……”9月

3日，杭州师范大学举办2022级新生

开学典礼。新生冯斯琳听着校长尚永

丰院士的谆谆教诲，更加坚定了自己

“当教师”的选择。

今年，杭师大共录取了2540名师

范生。近几年，师范类专业热度不减，

“当教师”成为越来越多学子的就业选

择。湖州师范学院招生办主任李新乐

告诉记者，该校在“三位一体”招生中，

师范组考生报录比连续3年呈增长态

势，3年间增长近22个百分点。而浙

江师范大学学生在校内转专业时出现

“转投热”，近3年来，从非师范专业转

为师范专业学生数均在250人以上，

而从师范专业转为非师范专业学生数

均少于10人。

从我省今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师

范热”持续升温。浙师大所有专业投

档分均高于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

其中投档分居全省前15000名的专业

有7个，录取人数为235人；杭师大的

师范类专业均在600分以上，而其他

专业投档分数线则多在600分以内。

不论是浙师大、杭师大、湖师院等师范

类院校，还是浙江海洋大学、衢州学院

等非师范类院校，但凡专业备注“师

范”的专业，分数均比同校其他专业

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多个专业一段

未报满，学前教育（师范）的分数线却

达到511分，比一段线高了14分。

浙师大学生处副处长林凌斌分析

道，师范生持续走热，除了学生真正热

爱、愿意投身教育事业之外，影响学生

报考师范类专业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

面：一是国家、省级层面出台一系列惠

师政策，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

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使得教师的职业

吸引力在逐步提升；二是教师地位待

遇的提高，使得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

获得感得到提升；三是受社会大环境

影响，学生趋向于稳定型就业，而教师

职业稳定性很强的特点受到学生和家

长的青睐。

“可喜的是，随着师范生源质量的

不断提高，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基础教

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杭师大经亨

颐教育学院副教授徐洁说，同样也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不少学生虽然选择了师

范专业，但不是真正了解与热爱教书育

人，而是受社会、家庭、环境等多种影响

做出的选择，未来并非都会从事教师工

作。因此，学校要帮助师范生坚定做有

理想、有情怀教师的信心，从而燃起师

范生“从教热”的星火。

对此，浙师大教务处副处长徐展

斌也深有同感。在他看来，和普通职

业相比，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教育能力

和专业能力，还需要更多的耐心、信心

和职业责任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适

合从事教师行业，新生入学后一定要

尽快熟悉所学专业，尽早明确未来职

业发展方向，并围绕目标付诸行动。

杭师大将每年9月设为“师德师风

建设主题教育月”，组织师范生开展

“学习一次师德文件”“拜访一位优秀

教师”等“五个一”师德主题学习，举办

“师大荣光”颁奖典礼，开展“星耀师

大”专题报道，表彰宣传优秀教师，不

断提升师范生职业道德修养。

湖师院则以新生始业教育为契

机，组织开展专业教育，帮助师范生了

解专业特点、主要课程、就业前景等情

况，并通过职业规划教育、青年校友经

验分享会等方式，引导师范生逐步确

立奋斗目标和方向，制订职业生涯计

划。同时，探索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

师教育，开展“君子之风”教育，开发师

德教育课程和教材，依托师范生专业

优势打造“青柚空间”志愿服务项目，

强化师范生社会担当，培育“四有”好

教师。

“新时代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师范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师

范院校尤应扛起重担，加快建设以新

师德和新师能为核心的‘新师范’，培

养出‘站得好’讲台的教师。”徐展斌认

为，新时代教师应具备有效德育能力、

课程教学能力、人机协同能力和自我

成长能力。近年来，浙师大全面推进

“新师范”建设，从探索复合型硕士层

次高中教师培养模式到开展单科型本

硕一体化卓越教师培养，从构建“五位

一体”模块化课程体系到创新信息化

教师教育实训模式，不断提高卓越教

师培养质量。

李佳欣是浙师大外国语学院英语

（师范）专业大二的学生，也是该校卓越

人才培养计划的培养对象之一。“大一

刚入学，学校就聘请了浙江省中学英语

特级教师、金华市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翁

冰玫作为我的导师。导师在专业学习

上的指导，以及在优秀教师课堂上旁听

观摩的机会，都让我受益颇多，能够更

为从容地应对接下来大二的课程。”李

佳欣说。在导师的影响下，李佳欣也早

早地明确了自己的生涯规划——毕业

后成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

杭师大为补齐传统教材比一线教

学滞后的短板，引入一线名师，与高校

教师共同编写教材，设计教学，已开发

出10多门双师课程。湖师院持续推进

“校地共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中

小学校共建教师发展学校，聘请优秀

中小学教师全程参与师范生培养，形

成拜师学教、教育见习、教育研习和教

育实习四年一贯的实践教学设计，构

建“角色体验提前化”“技能训练全程

化”的实践教学体系。

本报讯（通讯员 沈嘉炜 李筱萌
徐 婧）日前，杭州城市阳台迎来了一

批“特别的访客”——浙大城市学院

2022级新生。他们身穿各自学院的文

化衫，整齐有序地参观这一地标式景

点，仔细聆听讲解员的介绍。“通过‘三

进’活动亲身感受家乡发展的重大成

就，对我们新生来说，还是挺有意义

的。”药学2201班学生韩涵说，希望有

朝一日能运用专业所学，为杭州的跨

越式发展添砖加瓦。

据了解，“三进”即进城市、进基

地、进企业，是今年浙大城市学院新

生始业教育的特色活动。8月31日至

9 月 2 日，学校组织了 2022 级全体

3000余名新生参加这一活动。

浙大城市学院是一所以“城市”命

名的大学，杭州就是学校办学最大的

实验室。作为安排在新生适应期的重

要活动，开展“三进”活动旨在让新生

在开始第一课堂之前，了解他们将生

活的一方天地，进而培养融入城市、

服务城市的理念。

登上城市阳台俯瞰澎湃钱塘潮，

走进国际博览中心杭州G20峰会主会

场感悟大国外交；从杭州西站到拱墅

运河公园，从全新城市地标到亚运场

馆……“进城市”活动让学生们在行走

中感受杭州的城市发展，聆听现代化

的城市脉搏。

走入梦想小镇，激发创新创业的

热情；漫步人工智能小镇，体验产业集

聚高地和科技创新前沿……“进基地”

是科技和创新的启迪，是热情和梦想

的碰撞。

浙江曙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

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安恒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

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特支

计划领军人才汤慧萍领衔的先进材料

增材制造创新研究中心……“进企业”

是职业发展规划的生动一课，学生们

在与专业的零距离接触中开阔眼界、

丰富认识、激发热情，从而锚定目标拼

搏奋斗。

浙大城市学院党委副书记贾秀英

表示，在始业教育中组织全体新生走

进城市、走进基地、走进企业，是学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

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通过‘三进’活

动更好地规划自己4年的大学生活，真

正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

浙理工成立大中小学红色文化
一体化传承联盟指导中心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情景剧《听王会悟讲“一

大”故事》穿越时空沉浸式讲述中共一大的故事；“行

走的思政课”《触碰珍贵的历史笔记本》《让世界倾听

“嘉”音》以青年视角、用青年语言讲述红色故事……

在浙江理工大学 2022 级 7796 名新生的始业教育

活动中，开学第一堂“红色文化课”赢得了学生们的

阵阵掌声。

9月5日上午，学校举行了大中小学红色文化一

体化传承联盟指导中心成立仪式暨南湖革命纪念馆

“行走的思政课”启动仪式。会上，浙理工大中小学红

色文化一体化传承联盟指导中心成立并揭牌。中心

聘请浙江省委党史与文献研究室、延安革命纪念馆、

南湖革命纪念馆、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陕西省延安

精神研究中心等机构负责人担任指导专家。

浙理工党委副书记姚珺表示，此次活动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重要讲

话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学校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

程”，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融合社会大课堂、搭

建大资源平台、拓展大工作格局，有效汇聚高校内部

和社会各方育人合力的具体举措。

据了解，浙理工自2021年起携手延安大学，先后

在四川乐山、新疆阿克苏、温州永嘉、杭州临安、衢州

开化、湖州长兴、绍兴诸暨等地建立了30余个基地，

覆盖浙江各地市，辐射相关省市，红色文化一体化传

承紧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

根本问题，一以贯之地引导青少年学生以党的旗帜为

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

使命为使命，培养具有深厚家国情怀和坚定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的“复兴栋梁、强国先锋”。

本报讯（通讯员 林晓莹 王 婧）
9月7日，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

举行开学典礼，迎来首届慈善管理专业

研究生。来自全国的4名博士生、18名

研究生正式开启学习之旅。

据了解，目前我省共有注册志愿者

1808万人，累计服务时长超过5860万

小时，开展慈善管理专业本硕博学历教

育是打造“善行浙江”的具体举措，也是

慈善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

大事。

典礼上，举行了圣奥慈善基金会捐

赠仪式。英贤慈善学院还同平阳县慈

善总会签署了校地合作框架协议，就26

山区县慈善事业助力浙江省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区中所发挥的作用达成一致。

“慈善管理专业不能从社会学或管

理学的单一学科视角来界定，而是要打

破学科壁垒，凸显学科交叉特征，构建

起跨学科、跨专业融合发展的培养模

式。”浙商大党委书记、校长郁建兴强

调，现代慈善的含义不仅包括传统的扶

贫济困、赈灾捐助的内容，还涵盖更多

公共服务、社会分配与社会治理的功

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需要与行业在人才、师资、研究、

实践等方面开展通力合作，凝聚政府、

高校、社会和市场等多方力量，搭建慈

善教育合作交流平台，产教融合，培养

独立从事慈善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务

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提升慈善教育

的质量”。

接下来，英贤慈善学院将针对慈善

事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难点、堵点问题，深

入研究，探求突破，加快形成具有浙江辨

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理论创新成果。

大
学
是
奋
斗
新
的
起
点

师范热持续升温

如何培养“四有”好教师？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浙商大迎来全国首届慈善管理专业研究生

进城市 进基地 进企业

浙大城市学院开展特色始业教育

9月3日是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新生报道第一天，
因防疫工作要求，校园采取封闭管理。为了缓解新
生家长的担心和焦虑，学校信息工程学院对开学日
进行了全程直播，内容涵盖报到流程、宿舍环境、校
园美食美景等方面，让家长零距离感受孩子的大学
生活。

（本报通讯员 欧阳洪萍 骆黎阳 摄）

直播迎新 暖心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