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大学，你只为了一只“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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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江西南昌的华东

交通大学免费为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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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毕业生

每个人发了一个瓷碗 " 有网友调

侃!#这可能寓意着 $出去讨饭!记

得母校%啊& '大学四年!我们的毕

业生们究竟收获了一只什么样的

(碗'呢)

四年的大学教育，你
满意吗？

主持人：四年来，大学教育的哪个方
面令你最满意？

吴国庆：我最满意学校安排的实训
课程"学校专门提供了相应的实训室!并

安排小班授课!增加了我们实践的机会!

使我们能更好*更多地掌握专业知识"

宋艳艳：我最满意的!是每学期两周的

见习课程"见习期间!学校安排我们在实地*

实景进行锻炼!在实战中运用所学知识"

主持人：这两位学生最满意的方面
基本相同，都是实践环节。赵教授，您怎
么看？

赵振杰：把所学的知识在实践中得
以检验!然后不断地提高!这只是大学教

育的一个方面" 大学!最初*最根本的任

务和目的并不是传授技术" 她的最主要

功能!应该是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个性

的品格" 大学所传授的知识*技能!都要

在这个前提之下得以不断地提高"

主持人：目前，很多大学的培养目

标，就是为了让学生拥有一技之长，将来
能找到好的工作。包括这次江西的华东
交通大学发的那只“碗”，难道不是谋生
的寓意吗？

赵振杰：就从发(碗'事件本身来说!

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作秀!不能给毕业生特

定的暗示"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

社会!她纯粹是为了培养人探究知识和学

问的能力!与就业本无关系" 而在中国的

国情下! 大学的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变

化"中国的大学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

和教学型"刚才这两个同学所说的这类学

校! 她提供的教育服务应该是教学型!是

偏向培养应用型的人才!这还是比较到位

的" 而我并不完全满意" 因为现在太多的

大学在这样做! 这成为了大学教育的标

配" 大学教育的重点!并不应该只是知识

或应用技术的教学! 为了满足学生就业!

而应该是培养学生探求学术真理的精神*

活跃学生的思想*激发学生创造力"

主持人：四年来，大学教育的哪个方
面令你最不满意？

吴国庆：有一些水平高*经验丰富的

老师与我们互动很少" 我们只能上课见

到人!下课人也见不到"我们在想学点知

识*咨询问题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他们"

宋艳艳：我最不满意的是学校的上
课模式" 高中时!老师常跟我们说!大学

就是天堂" 电影*电视里的大学生活!也

是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 就可以自己

选课*选老师学习" 但是!现实的大学学

习!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上课!还要点

名!根本就是高中的延续"

赵振杰：或许这个模式会影响一些学
生的求知欲!但主要还是学生对它产生的

原因!有认识的误区" 之所以这么安排教

学!原因在于太多的学生欠缺主动学习的

意识" 我们经常说大学生意气风发!有指

点江山的豪气!这个豪气从哪里来) 是自

主学习提升出来的"不能指望老师在课堂

上教给你" 一节课
'(

分钟里!可能仅有
)

分钟!或者老师的一句话!才让学生有所

收获"所以!大学的学习!更多在于学生靠

自己去探索" 图书馆就是很好的地方!这

里是知识的海洋"但是现在的图书馆是什

么样的呢) 除了考试前一两周!基本上感

受不到学习的气氛"

大学四年，你是主角
还是过客？

主持人：大学四年，是否有人感觉很

安逸？
吴国庆：相对于家庭条件优越的学

生来言!家长帮他们选好了专业!甚至安

排好了毕业后的工作" 他们只要拿个毕

业证就可以了!肯定很安逸"

宋艳艳：这是一类情况!还不是很普

遍"其实!也有一些学生进来大学后!根本不

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们多数抱着走一步*看

一步的想法!浑浑噩噩地从大一混到大四"

主持人：在大学里，应该有关于规划
人生目标的课程，可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没有用呢？

赵振杰：那些课程只是从理论上进
行指导"学生很难抵挡现实中的诱惑!以

及功利性的内容"很多学生认为!不管学

得怎么样!没有强硬的关系!或者深厚的

背景!那些人生规划*励志故事都是无用

的" 他们甚至觉得!权力*金钱才是最实

在的"其实!正确的人生观是要在良好的

社会环境中培养! 更应该是从小开始慢

慢地培养"大学阶段!再对他们进行人生

规划的教育!已经很难有明显的成效"

主持人：大学四年，你在为什么而忙碌？
吴国庆：真正开始忙碌的时候是从

大三开始的" 大家开始忙碌着考研!考公

务员"

宋艳艳：还有考英语四*六级" 大学

四年!大家似乎一直在忙着学英语!也没

学出什么大名堂"

吴国庆：特别是从考前一个月开始!

大家不管什么课上都是在看英语! 什么

都不管了"

赵振杰：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已经

异化"因为它和学生最看重的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挂钩! 所以大家就对它趋之若

鹜!但又深恶痛绝"英语四*六级考试!完

全不分专业!不分学校!一味地被要求通

过" 其实这根本就是学校互相比较的一

项依据"事实上!有些专业的研究根本就

不需要看外文资料! 学生将来可能一生

也用不到那么多英语词汇"

主持人：你之所以主动学习、主动思
考，最大动力是什么？

吴国庆：我从大一就开始学摄像和
采编技术! 几乎把自己本身的专业都抛

在了一边! 如今我找到的工作也是跟这

些技术相关" 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动力

去主动钻研! 一方面是因为我确实比较

喜欢摄影*摄像"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这

些技术能对自己今后的就业有帮助"

宋艳艳：我们班有一个同学!非常爱

好弹钢琴!于是就开始钻研琴艺"他总是在

琢磨如何让自己能演奏得更好! 提高得更

快" 四年下来!从开始的四级水平!考到了

十级" 毕业前!他已经独立开了一家琴行"

主持人：以兴趣来驱动自己主动学
习、主动思考，值得我们提倡。但是，以就
业来驱动，是不是有些功利化了？
赵振杰：那是啊"大学本来不应该是

这样的"为什么我们把大学叫象牙塔)因

为大学应该脱离在社会世俗之外! 研究

纯粹的学问"而现在!不少的大学生可能

纯粹是为了就业"关键是!一些学生从来

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甚至于追求的方

向!他们也只能用就业来驱动学习"

大学四年，你有什么
样的收获？

主持人：有人抱怨，大学四年，“没有
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你认同吗？

吴国庆：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很可能

因为在工作后!发现在学校学的知识!与

现实生活*生产完全脱节!不再适应时代

的需求"

宋艳艳：在我毕业实习的两个月里!

我就发现书本上学的理论知识! 在实际

工作中很多不适用" 可能因为变幻莫测

的实际情况!我还不会应变"

赵振杰：大学教学!更多的是传授一

种观念!一种认知" 比如!大学期间学的

哲学*思想品德*法律!这些课程对学生

来说都应该是有用的! 是它们使学生养

成了思考问题的模式" 有些学生不能用

功利* 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大学里学的知

识! 一味地认为能够帮我解决具体问题

的知识!就是有用的!否则就是无用的"

大学四年中!学生需要掌握一套全面*合

理的知识结构" 然而!遗憾的是!大学的

课程体系又是按照知识体系设置的!就

是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至于说这些知识

有没有紧密的联系!反而忽视了" 因此!

一些大学生认识事物的方式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

主持人：四年的大学生活，什么对你
影响最大？

吴国庆：大学给了我一个标签!一个

身份的标签"同样都是大学生!可能你毕业

于(

*))

'的大学!或是(

#+(

工程'的大学!我

毕业于普通院校! 那些院校的毕业生似乎

就比我高一档" 不论就业!或是踏入社会!

一个身份标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赵振杰：确实如此"但!关键是大学的

校风*学风*教风对学生的影响"我认为!主

要在教风方面" 一所大学里!老师的品位

和境界!直接能影响到学生的品位和境界"

教师的眼光是世界性的!学生的眼光也是

世界性的!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自然可以

把自己的身份*地位定得很高" 此外!学校

的校园环境!即校园的建筑和绿化!也可以

影响到学生" 我最欣赏的是厦门大学!她

就建在大海边" 你从窗外就能看到大海的

蔚蓝!听到大海的声音" 学生在这里!长时

间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就影响了自己

对美的理解!以及对大自然的认识"

主持人：大学教育，如何处理好授之
以鱼与授之以渔的关系？

赵振杰：当前的大学教育有时也体现
得急功近利" 大学四年中!学生很少有机会

真正静静地思考" 若干年后!这些大学生可

能会觉得有缺失" 他们会迷茫!我每天忙忙

碌碌地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此!我觉

得!学校固然要传授给学生捕鱼的本领!还

是要告诉他如何来享受捕来的鱼" 因此!在

大学里!学生无论学什么专业*何种技能!

他都要会思考人生*品味人生!进而认识自

我*认识世界" 这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

主持人：学生毕业时，学校给学生发
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校能否在使
学生获得知识和能力的同时，保持学生
自由的个性和活跃的思维，培养他们终
身受益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还要使学
生会感悟生活、愉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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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靠，再牢靠
英文robust有强健、健康之

意，常州四药技术总监与原料药厂
厂长王晓东把它译为“牢靠”，常常
用它来形容一项工艺的生产可操作
性。

总是要考虑工艺能更好地适用
于实际生产，这已成为王晓东的追
求。

南京大学毕业的王晓东曾连续
9年在生产一线工作，做过操作工、
技术质量员、车间主任，这些经历让

他对一线工作深有体会。
改进工艺，王晓东考虑的不

仅仅是经济效益、环境卫生，他更
注意工人对工艺的适应性。比如，
一款高血压药，同样的产量，原本
需要4个人3班倒，从早上8点工作
到晚上10点，改进工艺后，只需2
个人2班倒，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
到下午6点，一个半班就能完成生
产任务。

严把质量关，是守住“牢靠”

工艺的关键。原料厂2012年生产
过一种注射剂，要求在制剂过程
中进行除菌、热原控制，但原料并
不要求无菌生产，王晓东为把风
险控制到最低，在原料生产环节
就对人员、设备等各方面提出无
菌要求。

质量的显著提高，让原本不能
理解的6名新药研发团队成员最终
心服口服，王晓东也依靠团队提高
工艺、改善产品质量，建立了自己的

威信。
工作至今，王晓东带领团队已

完成新药开发5项，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10多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或技术报告10篇，目前正在
研究8种新药，其中一种是一类蛋
白质新药，是进行自主创新的专利
新药。

他还主持完成国家“九五”科
技攻关项目———缬克原料药及其
制剂的研发及产业化。缬克系列

产品已连续12年成为省名牌产
品，并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去年销售超过3亿元，今年预
计达到4亿元。

也是在他的主要参与下，2005
年四药公司首次通过美国FDA认
证，至今已3次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的现场检查，有两只产品进入
美国市场；另外还有4只产品分别
获得欧盟CEP认证和日本厚生省认
定证书。 黄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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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地税举行房地产
纳税人之家活动
本报讯 “地税对税收政策和我们房地产企业经常遇

到的涉税风险的解读非常详细，还对窗口办证过程中涉及
的契税相关政策及程序进行了重点讲解，我们现场提出的
疑问也得到满意的解答，这次来，真是不虚此行。”近日，金
坛市金昇、常州金彩等30余家重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代
表来到金坛地税局，参与该局举行的“纳税人之家”活动后，
纷纷这样表示。

由于房地产业本身具有项目建设周期长、环节多、施工
企业组织形式复杂、工程作业流动分散等行业特点，房地产
企业涉及的税种又较为复杂，常存在这样那样的涉税问题，
为引导房地产企业健康发展，金坛地税特意举行这样面对
面的交流活动。
“我们房地产企业对最近的楼市十分关注，地税部门

举办这样面对面的税企接触，既帮助我们了解税收政策，
又拉近我们企业和地税部门的距离。”金坛市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代表徐明生表示，“纳税人之家”给了他们家一般
的温馨感觉，希望这个平台持久地保持下去。

+朱静 陈荣春,

猪肉价格回落
后期蛋价看涨

本报讯 昨天，市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发布 6月 17
日至24日监测数据：我市猪肉价格小幅回落，禽价、蔬菜
价格整体稳定，蛋价继续回落，水产品价格小幅振荡。

6月24日，每500克精瘦肉零售均价14.04元，与17
日比回落1.16%，与上月环比跌3.04%。预计后期猪肉价格
稳中带跌。

禽蛋方面，24日每 500克三黄鸡零售价 8.19元，与
17日基本持平，与上月环比涨0.74%；每500克普通鸡蛋
5.29元，与17日比跌1.67%，与上月环比跌8.71%。虽然鸡
蛋零售价格仍在继续回落，但凌家塘鸡蛋批发价格已从本
周一每斤悄然上涨0.05元，目前每500克4.7元，预计后
期天热产蛋量减少，蛋价且行且涨。

水产品方面，24日每500克鲫鱼8.73元，鳊鱼7.63
元，草鱼7.73元，与17日比涨跌均在3%以内，与上月环比
上涨均超1%。籽虾每500克46.6元，与上周基本持平，与
上月环比涨5.16%。目
前我市已“入梅”，后期
多雨、高温给水产养殖
等带来不利，预计后期
水产品价格稳中趋涨。

此外，监测的 38
个常规蔬菜每 500克
均价3.23元，与17日
比基本持平，与上月环
比下跌1.86%。

+常价宣 韩晖,

为表彰中天汽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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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奖!东风日产公司

签售
(,

台专供常州的新天籁特殊奖励政策"

00

日!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总裁任勇

专程来常考察中天汽车集团并当场宣布这一奖励政策"

刘克林 文/摄

价格通万家 服务你我他

+上接A1版,

今年来，围绕重大项目服务，我市深
入了解企业需求，全力整合各方资源，频
频推出了创新举措。市发改委协同规划、
国土、建设、环保、供电等部门，定期会商
会办重大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以“周
周会、月月推”形式，深入重大项目现场
办公，市重大办“重点项目服务110”制
度等，都大大提升了服务效率。

与此同时，全市重大项目储备库也
在不断充实，可实施项目单体平均投资
规模达到14亿元。 +杨杰 朱雅萍,

+上接A1版,

据了解，我市对飞灰的处理是采用
化学稳定化技术，控制重金属污染量，让
飞灰成为稳定化产物，最终运往生活垃
圾填埋场处置。

而目前许多地方对飞灰的处理是
采用水泥固化、化学药剂稳定、热处理、
水/酸或其他溶剂浸取、老化等，存在处理
成本高、处理产物增容率低的弊端。

验收委员会专家认为，该工程工艺
先进、技术成熟，使处理后的飞灰产物具
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环境安全性，已达到
工程化稳定运行的要求，经济、环境和社
会效益显著，对我国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无害化处理技术起到了科技示范作用。

在稳定化处理的基础上，能不能再
化废为宝呢？常州市环境卫生综合厂厂
长周卫峰告诉记者，现在飞灰还不能科
学利用，全世界在这方面还未有科研突
破。 +凃贤平 印香俊 徐蘅 滕双艳,

全市重点项目建设
冲刺“双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