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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近日，华中科大发出的一则通知表示，普通本科生因学业成
绩未达到学校要求而受到学籍警示处理，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
的，可申请转入专科学习，达到专科毕业要求后，按专科毕业。消息一出，就
激起不小的舆论涟漪，有网友认为这是一种改革，也有网友认为这是一种对
专科的鄙视。对此，你有何看法？

下期话题：连日来北大清华校门外游客爆满，烈日下现“百米长队”。路旁水瓶、包装袋等垃圾散落遍地，环卫车
每天能装满七八车。有黄牛趁机收费“偷渡”游客进校园，还有一家四口藏进快递车⋯⋯网友：与名校的距离可能不
仅是成绩⋯⋯ 对此，你有何看法？来稿截止时间为8月15日，来稿字数在600字左右。

普通本科生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
要求的将受到学籍警示处理，不能坚
持正常学习的可申请转入专科学习。
华中科大的这一举措，切中了某些教
育时弊，维护了教育品质，值得其他各
类教育机构借鉴。

人们常说，外国的大学是进门容
易出门难，而中国的大学是出门容易
进门难。中国的大学进门难，这是由
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想上大学，就必须
经过高考这个权威的国家选拔考试。
部分通过者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然
而，一旦跨进大学校门，似乎就进入了
保险箱，无论学业成绩怎样，四年后获

得大学本科文凭，基本不是问题。于
是，很多在校大学生，不再像中学时期
那样，勤学苦读，专心学习，而是整天
热衷于上网、玩游戏、逛街、购物等课
外事务。笔者作为在校大学生家长，
就听闻过一所国内著名的 985 大学的
一些学生，常常无所事事，在宿舍打游
戏到深更半夜；网络上也常推出一些
女大学生入学前和毕业时的对比照，
入学前青涩朴素，肤色蜡黄，眉宇间似
乎还有些许求知的艰辛和憔悴，而毕
业照则白皙靓丽，艳丽可人，让人不得
不感叹，上大学对于这样的女生犹如
进了美容院。凡此种种，细究起来，还

真不能怪罪学生。国内的大学虽没有
倡导学生散漫，甚至也不乏教导学生
珍惜大学时光刻苦学习，但现行的教
育机制普遍就是这样，说归说，做归
做，让学生“有空子可钻”。

正因如此，华中科大对学业成绩
未达标的本科生作出学籍警示处理，
这是实实在在的举措，对不求上进，以
为进了校门就可混日子的学生而言，
是一声“棒喝”，这声“棒喝”，唤醒的是
散漫学生认真求学的心，维护的是学
校的教育质量。

大学是培育人才的殿堂。时下人
们对中国大学教育议论纷纷，对中国
大学培育人才的理念、方式和效果也
众说纷纭。华中科大的举措，无疑是
对中国大学“出门容易”这个“顽疾”的
一个尝试性宣战。我为华中科大的这
一举措喝彩点赞，教育就要这样顶真。

文 鸣

教育就该这样顶真

暑假过半，作为体育教师的我却
没有休息几天。即使放假了，我们依
然要进行各种“充电”工作。更重要的
是，各个运动队在暑期都要进行训练，
既是为了新学期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
备，又是为了做好“以老带新”的梯队建
设。因此，体育教师每逢暑假特别忙。

6月底，学生一放假，我们学校四
个体育老师就分成两组，分别带领学
校的篮球队和足球队参加了钟楼区
的篮排足球锦标赛；7月5日开始，学
校的田径队、足球队、篮球队又马不
停蹄地开始了第一期的暑期训练，四
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队伍，长则20天，
短则 15 天，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
学生来参加训练。每天的训练计划，
训练目标，忙得不亦“热”乎。此外，
还有各级各类体育教师培训。

体育教师也有这么多的培训？
很多人听后似乎都不相信。很多人
认为当体育教师很容易，还有人更
是喜欢用体育老师这个职业来调
侃：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从这些话语里面，我们明显感觉到
了社会上对体育的偏见和不理解。
体育学科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
合性课程，对体育教师的要求更为
全面，对教师知识结构更新要求更
快更高。如果仅仅靠大学里所学的
知识是远远不能满足体育教育事业
的需求的。教师们必须通过不断的
培训和学习，才能更好地拓宽视野，

改变自己的观念，以更高的教师素
养投入到工作中去。

体育教师和其他任课教师一样，
都要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但我
们还要承担更重要的一份任务——
对学生的体质健康和体育特长生负
责。体育教师属于“高危”的人群，在
上课时需要对学生的生命安全给予
更多的关注。每当看到新闻报道中
有关学生在上体育课或是在体育锻
炼中猝死的消息时，我们的心都会被
揪紧，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凋落了，
如果在场的同学和老师们能有些急
救方面的知识，如果我们的学生们能
多懂得些自救的知识，兴许这样的悲
剧就可以避免或少发生。同样，没有
哪个项目在比赛的时候或者比赛前
突击一下就能取得成绩的，要想在高
手如林的竞技比赛中取得一丁点的
成绩，你就必须在训练上要时间，要
效率。平时训练时间紧张，唯独在暑
假的时候，可以进行科学系统的训
练，必须抓紧时间。

以上都是体育老师在暑假特别
“忙”的原因。而这种“忙”的意识都是
建立在内心深处对学生的那一份担当
和责任，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强大
的民族必然是体魄强健的民族。作为
一名体育教师，在暑假里，虽然忙，但
是我们愿意在忙中一直行走在爱与责
任、学习与奋进的道路上。

实小教育集团平冈校区 蒋振平

一个字，忙！
体育老师的暑假——

“用骄傲对待骄傲的前额，用善
良对待善良的心肠：这是我一生永
恒的规律，只有采摘玫瑰才弯下脊
梁。”诗歌总是能通过寥寥数语向人
们揭示那些简单又容易被忽略的规
律；当然规律也可用如“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这般通俗易懂的语言来
描述。而华中科大的“本转专”是基
于学生学业实际开展的尝试，用行
动阐述了上面的规律。

《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本科生转
专科生管理办法》共有 12 条，其中
第三条规定“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
要求而受到学籍警示处理，或因其
他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的，可申
请转入专科学习，达到专科毕业要

求后，按专科毕业”，考虑到了学生的
实际问题和个体因素，是尊重和保护
学生高等教育权利的表现，同时也体
现了学校管理上的规范和严格。

如果“专升本”是对勤奋的专科学
生的支持与鼓励，是一种自我提升的
途径；那么毫无疑问“本转专”则是对
学业水平未达标的普通本科生的警
示，同时也是一种出路，是对庸碌四年
一无所成只能肄业的补充，对面临退
学的学生来说又多了一次机会。如此
人性的规定，被某些人看成是对专科
生的鄙视，敢问此等人是何居心？作
为一名成年人，经历高中三年的“劫
难”与磨砺，未能形成迎难而上，持续
拼搏尝试的人生态度是遗憾的，不能

以积极的心态看待自己所做事情引发
的后果，承担必要的人生责任是窝囊
的。要收获必须有付出，这是永恒的
规律，既做得出，便担得起，也放得下。

我想起了我在读小学时的留级制
度以及现在的分层教学。分层教学方
式如火如荼，而留级早已被取消。这
种取消形式上满足了对每一个孩子的
尊重，实际上忽略了孩子在学习上的
极大差异。每个孩子都在形式上顺利
完成了升级，而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孩
子都达到了升级的水平。教育，是为
了促成人的完善，是培养“在成功之中
能不忘形于色，而在灾难之后也勇于
咀嚼苦果”和“看到自己追求的美好破
灭为一排零碎的瓦砾，也不说放弃”的
人，并不是为了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差
异，制造假象的和谐和美好。有时候，
严格的制度更能促进人的成长。

生命有差异是永恒的规律，尊重
生命是教育永恒的规律，包容和多元
才是对生命该有的尊重。

常州市清潭中学 刘倩

永恒的规律

日前，华中科大发出通知，普通
本科生因学业未达到学校要求或其
他原因不能正常坚持学习的，可申请
转入专科，激起不小的舆论涟漪，实
属正常，此举是对高校学业改革的大
胆尝试，属第一个吃螃蟹的行为，值
得点赞。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专科的
鄙视，其实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想
法。读本科专科，不可能决定本人
的前途。天生我才必有用，专科生、
本科生只要肯努力，都能实现自己的

人生理想。每个人都应该正视自己的
能力特点和具体情况，用不着畏畏缩
缩，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专科教学偏重
实践，有的人动手操作能力强，在某一
专科领域认真钻研，成为高级蓝领，谁
能说这个蓝领比白领差了。本科教学
偏重知识，有的人学习能力强，比较适
合搞科研，那就在大学认真学习，完成
学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漫漫人生
路，要想成功，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不
懈的坚持。

高级蓝领的楷模邓建军，1988

年毕业于常州轻工业学校（常州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前身），分配进常州黑牡
丹集团成为一名电气技术工人。他立
足岗位，踏实工作，不断钻研，努力创
新。参加工作以来，邓建军先后参与
和独立完成技术改造 500 余项，极大
地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一个专科生，
硬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追求，登上了
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峰。

所以，不管是专科还是本科毕
业，都不要妄自菲薄，而要根据自己
的情况，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最
好的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如
果非要把这则通知理解为是对专科
的鄙视，那就不要只动嘴皮子，有千
万种想法，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行
动。用行动、成绩来打破本科与专科
的高下之分。

周 玲

大胆尝试 直击目标

当年，西南联大的考试十分严格，
哪怕就差半分，老师也不会让你勉强
过关。一次，一个李姓毕业生英文只
考了59.5分，考虑到没这半分，还得留
校一年重修课程，他就去跟教务长潘
光旦求情：“潘老师，你看我只差 0.5
分，就让我及格了吧！”“这个口子可不
能开！如果给你及格了，其它同学也
来怎么办？”见潘光旦断然拒绝，李同
学便愤愤道：“你怎么这么不通人情？
这 59.5 分跟 60 分又有什么区别？”闻
此，潘光旦先是含笑反问：“如果 59.5
分跟 60 分没有区别，你来找我干什

么？”见对方口服心不服，他又补说道：
“如果真的没区别，那59.5分和59分也
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
有什么区别？你可不要怪我不通人情
啊！”听罢这话，李同学随即致歉离去。

连半分也不通融，这看似不通人
情，实则是对规则的坚守，对学生的负
责；西南联大一直广受赞誉，其学子多
为行业精英，应该与此大有关联吧？

明乎此，我们再来看华中科大
的做法——“普通本科生因学业成
绩未达到学校要求而受到学籍警示
处理⋯⋯可申请转入专科学习”。第

一，假如某学生“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
要求而受到学籍警示处理”是在大二
或大三，按既有“规则”，他是不是可以
或补考或留级？如果通过补考或留级
能达到毕业标准，你却让他中途“转入
专科”，这大概算不上负责吧？第二，
就少数确实没办法达到毕业标准的

“学渣”而言，按现有“规则”，他肄业可
谓咎由自取——作为一个成年人，难
道不该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
吗？可我们为了显示“人性化”，却罔
顾现有规则，又另立什么“新规”；这种
毫无原则的退让，会不会使有些“学
渣”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而这，对他们
的人生成长恐怕是弊多利少吧！

俗话说：爱他，就要对他狠一点。
所以，笔者真诚希望：多一些西南联大
式的“不通人情”，让华中科大式的所
谓“人性化”早点绝迹。

戚墅堰实验中学 宋桂奇

潘光旦“不通人情”

暑假对于广大教师来说是一个难
得 的 休 整 机 会 。 今 年 的 暑 假 已 经 过
半，平时忙碌在一线的教师们是怎么

度过暑假的？记者就此话题分别邀请
了两位教师，让他们谈谈自己不一样
的假期生活。

教师们的暑假怎么过？
本报讯 古镇是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日前，常州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建工类大学生赶赴杨桥、乌
镇、南浔等古镇，开展古镇保护与开
发实践调研。

在常州市历史文化街区杨桥古
镇，大学生们实地走访狭窄斑驳的青
砖路、蜿蜒幽深的小巷、傍水而建的古
屋、形式各异的古桥等，与当地负责古
镇开发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在
古镇居民中开展广泛问卷调查。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学生现场研究古镇古建
筑的加固与维修，工程造价专业学生
测算古建筑还原、维护、加固的工程费
用，市政专业学生忙着调研古建筑管
道、水电改造、水污分流。

经过走访和调研，大学生们撰写
了一份翔实的杨桥古镇调研报告，对
古镇建筑年久失修未得到及时保护与
修缮、古镇房屋中仿古建筑和现代建
筑充斥、古镇基础设施及服务配套体

系不健全等现状进行了详细描述，并
结合专业所学，尝试通过 BIM 技术为
古镇古建筑改造、测绘测量等进行前
提建模，为实际施工提供依据。

（代姗 赵蕾 沈琳）

工程学院：

学子参与古镇保护与开发

本报讯 第十二届全国青少年打击乐
比赛近日在上海市向明中学隆重开幕。觅
渡教育集团学生凭借完美演绎获得比赛金
奖。

据了解，此次是觅渡教育集团打击乐
队首次参加比赛。这支乐队组建于 2016
年 5 月，是觅渡教育集团管弦乐团的一支
分队。学员们主要来自一至五年级的学
生，其中大部分学生均是零基础。成立一
年间，先后在江苏少儿频道、吾悦国际广
场、常州红星大剧院进行演出。在这段时
间里，经过导师的精心教学和小学员们的
刻苦训练，打击乐团的进步飞速。比赛当
天，孩子们以优异的表现获得评委的认
可。最终，觅渡教育集团打击乐队的《乐享
中国》获得社会组合组的金奖。

乐队指导老师表示，在这段时间里，每
个参与者浸润在奋斗拼搏的氛围中，他们
收获的不仅是成绩本身，更有战胜困难的
勇气和信念。 （钱虹）

觅渡教育集团：

打击乐队获全国金奖

暑假里，老师会干啥？阅读、旅
游、健身、陪娃⋯⋯这似乎已经是很
常见的事儿了，而今年我的暑假却
迎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旅行”——
常州 102 医院焦虑障碍科见习之
旅。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一名
小学教师要跑到 102 医院精神科去
见习呢？作为学校兼职健康教师的
我，从之前的心理咨询项目中充分
感受到了目前学校教育中师生心理
健康咨询的重要性。我认为，兼职
健康教师也应该走一条心理咨询的
专业化之路，于是，我自己不断参加
专业培训。而此次的 102 医院见习
就是培训内容之一。

每周四的见习工作日，上午 8
时，我都会跟随我的指导老师陈琪
医生一起参加早会，了解病人的进
出院情况、饮食睡眠状态以及病情
治疗状况。早会结束后，就跟着陈
医生开始查房。查房结束后，陈医
生会分别向我介绍几个病人的情
况，如癔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
阿尔茨海默症等等，通过介绍，让
我了解到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如
何对精神性疾病与正常人群心理
问题进行鉴别诊断，明确哪些是属

于心理咨询师的工作范畴，哪些需
要转诊。上完课，就是我们每天 2
个 小 时 与 病 人“ 亲 密 接 触 ”的 时
间。每次与病人咨询的感受真是
酸甜苦辣咸，百味兼全。有的病人
每次总会忘记我是谁。什么也想不
起来，我们很难沟通，我只能静静地
陪着她在走廊里散散步。有的病人
总是处在消极被动的状态，她的生
命似乎停滞了，我不知道如何去唤
醒她的生命力。也有的病人平时看
上去挺好的，会与人侃侃而谈，可
是，病情发作起来，却会伤害自己
与他人。形形色色的病人、各种各
样的病情，让我走进了一个新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痛苦，有悲
伤，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宁静与祥
和。我渐渐地融入了这个世界，与
病人一起沟通交流，感受她们的苦
与乐，体验着她们的人生百味。

这次暑假见习之旅，我感受到，
作为一名教师，也作为一名心理咨
询师，必须要重视儿童的心理健康，
只有从童年时期开始，培养学生健
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灵，才能促进未
来人生更好地发展。

朝阳二小 景丽

——102医院见习之旅

走进你的世界

漫长的暑假如何安全度过？江苏
理工学院材料学院“手绘夏令营——

《江苏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宣讲
进社区”活动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热

捧。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创作手绘漫
画，用生动的事例告诉孩子们如何合理
使用电子产品，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
电子产品使用习惯。 吴婷 冯洁

《预防条例》宣讲进社区
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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