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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5日下午袁学校在图文信
息中心第三报告厅举行中层正职干
部会议遥 党委副书记尧校长夏建国袁
党委副书记史健勇袁党委副书记尧副
校长朱晓青袁副校长姚秀平尧王岩松
出席会议遥 全体中层正职干部参加
会议遥 会议由夏建国校长主持遥
夏建国校长传达了上海市教

育大会会议精神袁要求全体干部要
学深悟透袁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紧紧围绕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教
育大会精神袁谋划思路尧制定措施袁
深化改革尧破解难题遥 夏建国校长
还要求袁聚焦内涵建设袁围绕建设

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的目
标袁聚焦巡视整改尧博士点申报尧机
构改革及干部聘任尧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建设尧二期项目投入运行等五
大任务袁为上海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作贡献遥 夏建国校长提示了近期
党群以及行政工作的重点袁要求广
大干部抓紧当前有利时机袁乘势而
上袁为努力实现各项工作新突破奠
定基础遥 最后袁夏校长对中层正职
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政治站位尧更宽
的工作视野尧 更强的班子合力尧更
正的廉洁形象尧更优的工作业绩等
五点要求遥
会上袁 各位分管校领导分别对

近期的重点工作做了布置遥 各二级
学院负责人交流了学院重点工作及
存在的瓶颈问题和相关举措遥

此次会议是开启全校学习贯彻
上海市教育大会精神的序幕袁同时也
明确了近期工作的重点袁号召全校上

下加强学习袁 进一步明确形势和任
务袁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责任落实袁抓
实抓细抓好袁抓出成效遥 渊戴彬冤

3 月 27 日 袁
学校举行党委中
心组扩大学习
会袁 全国人大代
表尧 民建中央委
员尧 国家高端智
库 叶中国宏观经
济运行研究 曳研
究团队首席专
家尧 上海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张兆
安研究员应邀来
校作了题为 野两
会精神学习 冶的
专题辅导报告 遥
党委副书记 尧校
长夏建国袁 党委
副书记史健勇 袁
副校长王岩松 袁
中心组成员 尧中
层干部尧 党支部
书记尧 机关科级
干部尧辅导员尧学

生代表共计 200余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史健勇主持遥

张兆安研究员介绍了今年全国
野两会冶的基本情况和上海代表团的
履职情况袁 重点传达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会议期间的七次重要讲话精神
和王沪宁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上海
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袁 解读了

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家关注的热点尧
焦点尧难点问题袁介绍了叶外商投资
法曳审议过程中代表聚焦的问题袁并
与大家共同探讨了自贸区新片区建
设尧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等热点问题遥

他还结合野两会冶精神袁对习近
平总书记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并考察上海时袁 交给上海的三
项新任务院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
片区尧 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尧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等重点工作也给出了独到的
见解和精准的分析遥

史健勇副书记在总结时指出袁
张兆安研究员的报告重点突出尧逻
辑严谨尧内容丰富尧数据详实袁让学
校师生对野两会冶精神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和思考遥 这有助于我们准确把
握未来中国的变化趋势袁 有助于我
们坚定建设国内一流的高水平现代
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的信念和决
心袁 有助于我们坚定走坚持开放发
展尧建设现代化强国之路尧以实际行
动为国家创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
信念和决心遥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袁
全体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要结合自
身实际袁 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野两
会冶精神上来袁将中央尧市委部署和
学校发展有机结合袁凝心聚力袁改革
创新袁为推进学校全面发展而努力遥

渊新闻办冤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指出院野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冶袁野办好思想政治
理论课关键在教师袁 关键在发挥教
师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冶袁野推
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袁 要不
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尧 理论性和
亲和力尧针对性遥 冶自 2016年 12月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
来袁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袁 根据上海市课
程思政改革部署袁 在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与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系列
成果遥

大 字 新 闻

近日袁教育部发布了叶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
审批结果的通知曳袁我校申请设置的飞行器制造工程尧数据计算及应用 2个本科专业
成功获批遥其中袁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作为数学类新工科应用理科专业袁我校是全国
首个开设此专业的高校遥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是在交通运输渊航空器械维修冤专业多
年办学经验基础上袁进一步对标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国家教学质量标准曳开展
的专业调整袁聚焦培养从事飞行器制造尧航空维修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等工程技
术人才遥 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着力培养掌握现代数学尧统计学尧信息科学思想和方
法尧具有深厚理科基础和较强工科应用能力的复合型应用理科专业人才袁以适应野中
国制造 2025冶尧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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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探索
野形势与政策冶课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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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点建设工作推进会
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

3 月 28日袁5G+人工智能应用
展示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遥 此
次会议由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指
导袁 是继全国首个 5G高校建设启
用尧5G+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实验室
揭牌成立后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人
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和上海联通松江
分公司尧 诺基亚中国区联通事业部
携手的又一次 5G+人工智能产学研
深度融合盛会遥

科研处处长陈思浩在致辞中表
示袁 我校以明确的目标为导向袁在
5G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各项工作中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遥 学校将紧紧
抓住机遇袁加快该领域人才培养尧技
术研发尧 应用部署的步伐袁 为松江
5G 的建设以及上海市打造 5G 网
络先行区的目标做贡献遥

松江区科委副主任吕芳表示袁
松江是全国首个互联网领域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袁G60 科创
走廊的建设进一步为松江 5G的发
展提供了土壤遥 她对上海联通和我
校在 5G+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方面取
得的成果表示肯定袁 对打造网络基
础领先尧 生态环境优良的 5G示范
高地充满信心遥
学术研讨会上袁联通渊上海冤产

业互联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燕芬尧
诺基亚中国区联通事业部首席技术
官何家懿尧 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院
长方志军袁分别做了题为野5尽想象
G致未来冶尧野5G开启数字化生存之
道冶尧野5G时代的 AI视觉冶的报告遥
展示区内袁包括人脸识别尧5G+

8K超高清实时传输系统尧人体姿态

估计尧全景跟踪系统尧智慧工厂尧无
人驾驶尧无人机巡检尧远程医疗等 8
大 5G+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真实呈
现遥与会代表亲身体验了部分场景袁
并与相关团队展开交流遥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商飞上海
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尧上海恒安实业尧
正泰电气尧科大智能尧海尔智谷等企
业代表袁以及各兄弟高校代表遥本次
活动为企业尧高校搭建了交流平台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人工智能团队紧
跟技术发展前沿袁 不断突破 5G+人
工智能新应用袁 带动我校智能与信
息学科的发展袁促进汽车尧轨道尧航
空等行业的深度融合袁 全面提升了
学校的学科水平和科研实力袁 为经
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遥

渊韦钰冤

3 月 29 日下午袁 学校举行博
士点建设工作推进会遥 副校长王
岩松袁 以及发展规划处尧 研究生
处尧科研处尧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研究生处处长徐菁利主持遥

会上袁 发展规划处汇报了学
校申请报告的修改情况袁 并对师
资队伍尧 高水平成果等情况与参
会人员进行了讨论曰 研究生处汇
报了学校单位简况表的更新情
况袁其中代表性成果转化尧教材尧
科研奖励及在校生代表性成果等
内容更为丰富详实袁 参会人员均
表示具有参考价值曰 机械与汽车
工程学院汇报了学科申报表的调
整情况袁主要是学科现有师资尧科
研项目尧奖项尧成果转化等内容袁
参会人员对其后续工作的完善提

出了建议遥
会上袁王岩松副校长总结了三

份申报材料的修改情况袁并部署了
后续工作袁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其中
明确发展规划处撰写申请报告时
要突出重点袁凸显亮点曰研究生处
要进一步完善数据统计袁 随时更
新袁并将整理的代表性成果应用转
化内容与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尧发
展规划处共享曰机械与汽车工程学
院要善于借鉴尧完善表格袁开展学
科教授的专题讨论会袁并尽快成立
专家战略咨询委员会遥

与会人员表示袁 通过讨论交
流袁相互查找问题袁各单位形成了
共识袁 明确了任务和改进方向袁力
求使申报材料严谨准确袁 体现高
度袁突出亮点遥

渊朱晗文冤

5G+人工智能应用展示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5G 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野形势与政策冶课是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主干课程之一袁 也是第一
时间推动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
野进教材尧进课堂尧进头脑冶的重要渠
道遥 野形势与政策冶课教学要求任课
教师既要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
学规律袁 又要始终挺立时代潮头关
注国家形势变化袁因此袁对任课教师
的知识储备尧 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
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2018年以来袁教
育部相继出台 叶关于加强新时代高
校 野形势与政策冶 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曳渊教社科[2018]1号冤尧叶新时代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
求曳渊教社科[2018]2号冤等重要指导
文件袁为新时代高校野形势与政策冶
课程高质量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新
任务遥
为深入引导大学生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袁把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贯穿于野形势
与政策冶课教学全过程袁马克思主义
学院坚持野以研促教尧师资为重尧制
度创新尧 合力育人冶 的教学改革思
路袁将野形势与政策冶课教师队伍建
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突破
口袁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遥

优化教学结构
整合全校资源

2017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
后袁校党委高度重视袁专门成立了形
势与政策教研室袁 并指示马克思主
义学院以 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中心冶为平台袁打破野形势与政策冶
课教学力量分散于学校各部门的壁
垒袁全力打造由思政课专业教师尧辅

导员及相关教学骨干共同组成的尧
专兼职结合的野形势与政策冶课教学
队伍袁将野形势与政策冶课教学改革
作为工作重点遥

近年来袁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
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冶
为载体袁努力将学院野形势与政策冶
课专职教师队伍袁与分散于学校各
学院尧部门的兼职教师队伍有效整
合袁积极开展野形势与政策冶课程教
学改革袁优化教学方案袁组织野形势
与政策冶课集体备课袁举办野形势与
政策冶课专题研讨袁有效提升课程
教学质量遥

规范教学过程
培育骨干队伍

马克思主义学院始终坚持野全

员动员尧专兼结合冶的野形势与政
策冶课教学模式创新袁在课程教学
过程注重专兼职教师队伍的优势
互补袁实现课程规范化管理遥 马克
思主义学院将野形势与政策冶课教
学要点设置为固定和灵活两大专
题板块遥 对于固定板块袁在专题内
容上强调规范为主袁由形势与政策
教研室提出尧并经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中心冶讨论后确定每学
期教学要点袁组织相关专兼职教师
集体讨论后袁安排教学内容尧制作
多媒体课件及相关参考材料袁统一
提供教学材料袁并由形势与政策教
研室组织全校教学队伍进行集体
备课曰对于灵活板块袁在形式上强
调与时俱进袁划分为政治尧经济尧
外交尧文化等多个专题板块袁马克
思主义学院会同学校各相关部门尧
学院袁组织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专

兼职教师参加特定专题板块的教
研活动袁发挥学科特长袁突显教学
特色遥 近年来袁学校开设的野交通
中国冶尧野共享中国冶等中国系列思
政公选课袁丰富了野形势与政策冶
课的内涵袁使专兼职教学力量在课
程教学中得以有效整合遥 通过精
心培育袁使教师队伍教学质量得到
迅速提升遥

依托市级平台
提升教学能力

2017 年首届上海市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
立后袁 校党委书记李江受聘担任上
海市高校野形势与政策冶和野当代世
界经济与政治冶 分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遥作为秘书处单位袁马克思

主义学院抓住机遇袁 依托这一全市
平台袁及时把握野形势与政策冶课教
学改革方向袁 全面提升我校课程教
学水平遥 在教育部野形势与政策冶和
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冶分教学指导
委员会的关心和指导下袁 我校先后
承办上海市形势与政策课程改革与
建设多项工作遥 自 2017年以来袁先
后组织了 5次野形势与政策冶分教指
委工作会议曰 策划并承办 2次全市
野形势与政策冶 课教学展示活动袁组
织并承办 2场野形势与政策冶课市级
教学论坛袁 来自兄弟院校数百名教
师与学生参与了教学展示及论坛活
动曰组织了全市野形势与政策冶课程
规范化建设调研及多次教学座谈
会袁 有力助推了上海市 野形势与政
策冶 课程教学水平和建设质量的整
体提升遥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袁为充分
发挥野形势与政策冶课程野全尧快尧新冶
的课程特点袁 马克思主义学院还第
一时间组织学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主题活动遥

我校野形势与政策冶课程的改
革与创新袁得益于校党委与学校领
导的关心与支持遥 在野交通中国冶课
程教学中袁党委书记李江袁党委副
书记尧校长夏建国等校领导率先垂
范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尧工程伦
理等主题为师生开展了思政课教
学袁 深度讲解国家形势与政策袁有
力提升了我校野形势与政策冶课的
教学质量袁 在全校学生中反响热
烈遥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为契机袁 马克思主义学院将在
野形势与政策冶课教学过程中袁不断
提升教师队伍建设袁切实实现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守正创新遥

渊吴超冤

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探索 野形势与政策 冶课教师队伍建设
渊上接第 1版冤



构建“三全育人”体系 培育时代创新人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实施野三全育人冶显成效

猿圆园员9窑3窑30专 刊

编者按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培养什么人尧怎样培
养人尧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袁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袁坚持
立德树人袁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袁推进教育改革遥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在叶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曳中提出袁坚持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袁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袁融入思想
道德教育尧文化知识教育尧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袁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袁形成教书育人尧科研育人尧实践育人尧管理
育人尧服务育人尧文化育人尧组织育人的长效机制遥 我校始终以立德树
人为己任袁牢牢把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袁建立健全野三全育人冶袁保
证学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遥

近年来袁 学校打破原先二级学
院思政教育野单兵作战冶的壁垒袁根
据课程尧科研尧实践尧文化尧网络尧心
理尧管理尧服务尧资助尧组织等野十育
人冶要求袁通过纵向整合各职能部门
育人资源的野最大公约数冶袁构建野四
课一体冶全方位育人体系袁包括在第
一课堂开设蕴含思政元素的精品示
范课程袁 在第二课堂开展丰富的社
团活动尧深化野博雅讲坛冶尧野广富林
计划冶尧野学生党员先锋计划冶等文化
品牌袁 在第三课堂依托 野知行大课
堂冶 平台开展实习尧 实训和社会实
践袁在第四课堂以微信尧微博尧易班
为阵地袁为思政教育插上网络的野翅

膀冶袁 从而扫清思政工作中的盲区袁
有效提升了育人能级遥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袁 校团委
以野青马工程冶为引领袁通过实施开
展青年团校尧 大学生领导力训练计
划袁联合各学院团委袁深化群团组织
改革袁助力学生成长成才袁弘扬青春
正能量袁 涌现了一批优秀团学干部
典型遥青马工程社团负责人宋同学袁
现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驻会执行主
席尧 校学生会主席袁 他荣获众多荣

誉院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银奖尧上海
市赛金奖尧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
银奖尧 上海市暑期社会实践大赛特
等奖尧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尧
新东方大学生自强奖尧 上海市优秀
团员噎噎同学眼中自带野主角光环冶
的他获得了 2018年学校 野双创之
星冶年度人物的奖杯遥在他的获奖感
言中袁 他反复感谢学校为学生成长
打造的全方位育人平台袁 让他的综
合能力得到了全面锻炼和提升遥

多年来袁学校充分发挥办学和
专业特色袁学生培养野量体裁衣冶袁
积极挖掘和调动校内外一切育人
资源袁构建学校尧社会尧行业全员育
人网络袁打造思政工作队伍尧专业
课教师队伍尧企业导师队伍等全员
参与尧多方面协同互补的野思政育
人联盟冶袁从学校领导的思政课袁到
全程导师的课程思政袁再到企业党
员导师的实践党课袁都让育人工作
不留空白遥

野您好浴 请走安检通道浴 冶早高
峰时段袁在人流如潮的地铁 9号线

佘山站袁经常能看到一个穿着红色
志愿者马甲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忙碌的身影袁他是来自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的秦同
学袁自大一入校以来一直坚持利用
课余时间在大学生地铁志愿服务
岗位上负责协助站务员疏导客流尧
保障乘客出行安全袁一干就是三年
多遥 如今袁秦同学不仅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袁 担任着班团干部袁
而且在学业尧辩论赛尧志愿服务等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斐的成绩袁
2018 年末又被学校评为 野党员之

星冶年度人物遥 谈起自己这些年来
的成长历程袁秦同学回忆道院野一直
以来袁学校全程导师尧辅导员尧学长
学姐尧企业党员导师袁都给了我很
多帮助和指导袁 让我逐渐提升自
己袁不断成长冶遥 在学校颇具特色的
野一学年三学期五学段冶 的产学合
作教育培养模式下袁秦同学跟随校
内全程导师和校外企业导师在理
论与实践中不断探索袁坚定理想信
念尧提高思想认识尧积累社会经验尧
锻炼综合能力袁德智体美劳各方面
都得到了均衡发展遥

学校积极为学生搭建科创平
台袁以学校转型发展为契机袁推进学
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内涵发展袁 将学
科竞赛活动作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的重要抓手遥 通过学科竞赛的
趣味性尧挑战性尧对抗性袁激发学生
的热情与活力袁 营造起创新实践氛
围遥 同时在制度上出台第二课堂学
分管理办法和竞赛奖励办法袁 从制
度上要求并激励学生参与到各类实
践创新活动中去遥 学校还逐年增加
学校竞赛预算袁 建立起有效的竞赛
管理机制袁在保障竞赛开展的同时袁
还通过职称晋级尧 年终考核等各类
措施袁 保障指导教师与学院的积极
性袁实现学校师生全员参与的氛围遥
在科创活动中袁学校融入思政元素袁
要求学生责任担当尧科学精神尧研究
能力并举袁加强自身建设袁同时袁进
一步完善道德自律和法律规制互动
的科研诚信体系袁让科研评价的野指
挥棒冶转向育人袁从根本上明确科研
育人方向遥

发表 3 篇第一作者 SCI 论文尧
累计影响因子达 18.3尧 上海市大学
生创业大赛铜奖噎噎来自化学化工
学院的研究生野学霸冶李同学面对累
累硕果袁 这个朴实而腼腆的大男孩
表示院野做学术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
苦的过程袁 需要持之以恒的专注和
努力袁 感谢学校和导师多年来的悉
心培养和持续引导袁 让我在学术的
道路上行稳致远遥 冶入学伊始袁李同
学就加入了全程导师的科研团队袁
从大一在实验室的野打杂冶生活袁到

大二尧大三第一次独
立申请并完成大学
生科研创新项目袁再
到大四的毕业设计袁
他一步一个脚印的
学习如何做科研尧做
学问遥 进入研究生阶
段后袁学院浓厚科研
氛围的熏陶尧学校学
术道德和诚信教育
的力度袁让他形成了
严谨的学术作风和
一丝不苟的科研态
度袁而导师夜以继日
地在实验室中工作
的劲头袁更成为了李
同学学习的榜样遥 此
外袁各类丰富的学术
活动和多次到国内
外名牌大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交流学
习机会袁不仅拓展了
他的视野袁丰富了知
识储备袁更进一步让
他了解到当前野中国
制造 2025冶战略对工
程技术人才的需求袁
一种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努力读书
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遥
如今的他已经明确
了未来的选择方向袁 他表示院野在科
研的道路上我将继续保持初心袁不
断前行袁朝着对国家尧对社会有益的
优秀人才方向不断努力浴 冶

全员育人袁多方协同无空白 全
过
程
育
人
踪成
长
过
程
无
断
点

全方位育人袁学生培育无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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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苑

去年 8月末袁经历波折袁我终
于站在了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的
校门前袁 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交换
生活遥

生活在哈姆

哈姆斯塔德是瑞典南部哈兰
省的首府袁2018年的世乒赛就是
在这里举办的遥 对于瑞典人的第
一印象是野爱笑冶袁即使在火车站
碰到陌生人袁 他们也会对你报以
一笑遥刚到的第一个月袁我对什么
都充满新鲜感袁 没课的时候去市
区逛逛袁去海边看日落袁去宜家采
购生活必需品袁 渐渐地适应了这
里的慢生活遥

宿舍里几个寝室共用一个厨
房袁 是典型的瑞典 corridor 式公
寓遥宿舍区的气氛非常活跃袁party
等活动也常常在大厅开展遥 在日
常的接触中袁 可以感受到不同国
家同学的性格袁 比如德国人虽然
爱 party袁但是该认真的时候严肃
的不行袁印度人热情开放噎噎

瑞典的肉圆虽好吃袁 但总是
不及吃了二十年的中国菜遥 出来
交换就仿佛进了新东方厨艺进
修学校袁 从一开始的番茄炒蛋尧
炒生菜袁 慢慢进阶到酸辣大白
菜尧黄焖鸡尧卤肉饭尧红烧排骨尧
糖醋肉噎噎有空的时候约一波同
学袁搓一顿火锅袁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哈姆虽小袁
但是也有五六家中餐厅袁 而且价
格十分友好袁老板一开心就打折袁

成了懒惰时候的好去处浴
出来交换袁 还有一个任务就

是做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袁 而哈大
的 International Day 就是一个很
好的平台遥汉字尧叶论语曳尧剪纸尧脸
谱展现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曰
水饺尧汤圆尧月饼让外国同学对中
国美食心生向往遥

学在哈姆

哈大虽小袁但样样俱全遥图书
馆尧教学楼尧健身房尧体育馆尧食
堂袁一个都不少遥

同时袁 哈大还拥有整个城市
最高的建筑袁要问怎么找学校袁向
着最高楼走就对啦浴

瑞典的大学教学与中国有很
大的不同遥 这里的课程分为 full
time渊一个月学完一门课冤和 part
time渊两个月学完一门课冤袁学生可
以随时停止学习不喜欢的课程遥
每门课都是 7.5学分袁 一学期我
共修了 30个学分的课程遥这里真
正上课的时间很少袁 每天可能只
有一节课袁 但是老师安排的 pro鄄
ject则需要课后花很多的时间去
复习去沟通袁 比如其中一个 pro鄄
ject就是选择一个瑞典特有的产
品袁 做出这个产品在两个其他国
家的市场营销计划遥同时袁这里没
有国内详细的考试重点袁 就连参
不参加考试也是你自己选择袁当
然考试需要提前注册袁 不然无法
参加遥

野不主动袁你会死浴 冶这是叶企

业文化曳课教给我的道理遥这门课
的学生来自 18个国家袁课堂氛围
轻松自在遥 第二节课大家按照老
师的要求带了一件东西展示自己
国家的文化袁中国学生带刺绣尧茶
叶与筷子曰法国学生带法棍曰德国
同学带啤酒噎噎老师用扑克游戏
来模拟文化的冲突以及企业人员
的流动袁生动形象遥团队合作在商
科的课程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袁
不同国家的同学进行小组讨论袁
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沟通障碍和
文化差异袁 因此每次的 presenta鄄
tion都需要在课后投入大量的精
力进行沟通袁 好在大家都彼此包
容遥 虽然准备 presentation和期末
考试的过程很让人头疼袁 但是看
到最后成绩显示 VG的时候还是
十分开心的遥

叶英语读写曳这门课的老师曾
经是个英国警察袁严谨又可爱遥他
有很明确的课堂要求袁 比如上课
不能掏出手机袁 签到尧 课堂小练
习尧小组合作也是每节课的惯例袁
最佩服与感动的是这位老师的认
真遥在他的课上袁第一次看到老师
这么认真地批改学生作文袁 按时
提交的英语作文发回的时候被划
出了一个个值得完善的地方袁写
上了一行行批注袁 如果你的作文
在第二次修改后依然没达到要
求袁他会要求与你谈话袁告诉你袁
他随时欢迎你的第三版第四版作
文袁 而写作能力也在一次次的提
交尧一次次的修改中得到了提升遥
这门课的期末考试分为口语和笔

试袁 口语要求不间断地围绕一个
话题讲 5分钟曰 笔试则长达 4个
小时袁 包括语法考试和一篇至少
3页 A4纸的作文遥 最惊讶的是这
门课的老师在录成绩前给每个学
生都发了邮件袁 告知成绩以及可
以改进的地方遥

出国交换袁是一个挑战袁但也

可能是她本科生涯中最宁静最有
趣最难忘的时光遥这半年里最大的
体验就是在欧洲漂流带来的自由
惬意袁即使出其不意地要处理各种
突发的棘手情况袁要起早贪黑地赶
红眼航班袁还要面对学业上的一些
压力袁但还是喜欢用自己的双脚去
丈量世界去感受世间的美好遥

曾经的我袁走过繁华灯火袁后
来袁到大学校园任教遥

在校园袁我无比惊喜地发现院
这里繁星璀璨袁互映生辉袁人性与
善意袁像衬在黑丝绒上的钻石袁静
静地闪耀着纯净的亮光遥 总想起
一个可爱的女生说的那句话袁老
天从来不说爱你袁 但你看那开得
满山的野花遥

虽然我是他们的老师袁 但他
们展现出的可爱袁 和无意间慷慨
地给我的巨大的善意袁 足以温暖

我的余生遥

野可爱冶的男生们
刚开始上课时袁 我看到一个

奇怪的景象院 班里的女生稀稀拉

拉少得可怜遥 伴随她们的是一大
群酷爱打游戏袁戴着眼镜袁羞于和
女生说话的大男孩们遥

上课伊始袁 照例开始一个个
自我介绍遥 那些看起来木讷的男
孩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院 自己
没有机会接近女生噎噎

我开的跨校公选课是男孩子
接近海量外校女生们的好机会袁
在第一节课的自我介绍环节袁男
生们报完姓名后袁 会宣布袁野我还
没有女朋友! 冶

有一次袁 来自飞机修理专业
渊全部是男生袁 女生全军覆没的专
业冤 的一位男生站起来自我介绍袁
第一句话就是院野第一次和这么多
女生一起上课袁好开心浴冶顿时整个
大教室充满了欢乐的笑声遥愉快的
气氛一直持续到下课遥 整个学期袁
他都是这个班上的野明星学生冶袁课
程结束后袁他特地等在教室袁乐呵
呵地告诉我袁他朋友圈里的女生朋
友数量历史性地爆炸增长遥

野可怜冶的女生们
到了男生稀缺袁而美女海量的

艺术班袁那些凤毛麟角的男生受到
的待遇袁让野和尚班冶的同类们羡
慕遥我给一个服装设计大师班上过
课袁这个班有 28名时尚美女学生袁
还有 9名楞头楞脑袁尚不知如何做
绅士的男生遥 艺术班里袁课堂气氛
随意袁同学们互相开玩笑袁但只有
男生有生气的特权袁课堂上袁时常
有男生听到女生不顺耳的玩笑立

马翻脸发脾气的事情发生袁而女生
们却只好做野受气包冶遥
一天袁一个自称野花园宝宝冶

的男生袁做期中演讲测验袁站到讲
台上袁半天 PPT调不出来袁于是他
在讲台上毫不客气地冲着班里一
位高冷漂亮的女学霸大叫袁野大
哥袁你过来浴你站在边上来帮我翻
PPT浴冶学霸美女野啊冶了一下袁弱弱
地回应了一句 袁 野怎么我帮你
翻钥浴 冶然后袁没脾气地走上讲台袁
乖乖地一路在边上听指挥尧 打下
手遥

但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袁
总有爆发的时候遥 期末考试结束
的那天袁 多下的时间我给同学们
放电影叶了不起的盖茨比曳遥 女生
们看到男主角把旧情人宠上天的
情节袁群情激愤袁都恨恨地说院野这
么好的男人袁我怎么没遇到啊钥浴 冶

学霸美女

上课的班里袁 几乎每个孩子
都希望自己是帅哥美女遥校园里袁
也随处可见精心装扮的孩子们袁
我也不免有些审美疲劳遥
有一天晚上袁下课后袁有个高

挑的女生礼貌地叫住我袁 问我些
总评分的问题袁 我虽然没有仔细
看这女生袁但能感觉到袁站在边上
的她袁美丽得照亮了夜晚遥
下一节课袁 我特别关注了这

个女生院音乐剧表演专业袁171厘
米的身高袁48公斤的体重遥 初秋
时节袁穿着合体袁及膝的嫩黄色连

衣裙袁 裙子上含蓄地点缀着小绣
花遥整个学期袁她都坐在属于学霸
区的第二排遥一个半小时的课袁大
部分的同学都坚持不住袁 不是玩
手机袁 就是大咧咧地睡觉或写其
他科目的作业遥只有她袁从头到尾
始终坐得笔挺袁长发配着明眸袁让
我想起野秋水盈盈冶遥 当她发现我
看她时袁她会用满满的笑意袁迎着
我的目光遥
我上的是公选课袁 同学们都

会理直气壮地缺课遥 如果天气不
好袁 大教室就会空出一片遥 有时
候袁 有礼貌的女生会提前向我请
假袁野老师袁我今天穿了双新鞋袁走
路不舒服袁晚上不来上课了遥 冶我
想袁这么漂亮的女生袁又有许多演
出任务袁肯定也会缺很多课袁可让
我极其意外的是袁整个学期袁她没
有迟到早退一次遥
这样特殊的同学袁 当然要请

她上讲台演讲遥 出乎我意料的
是袁 在一大群陌生同学的面前袁
她没有一点美女的高冷派头袁反
而像一个老友袁真诚又坦白地和
同学们分享她的经历和故事 院
野我们专业不能胖袁 每天称体重袁
胖 0.5公斤罚 50元袁 所以我每天
只能吃一点点袁甜的袁好吃的都不
能吃遥我瘦是因为我从小跳舞遥现
在留下一身的伤袁 每天我要练 4
到 5个小时的舞遥 有时候一伸腿
就会痛噎噎冶 这节课同学们都听
得出了神遥之后的每堂课袁她都会
被请上台袁或听她讲讲故事袁或为
了惩罚没回答出问题的同学袁让
她带领他们跳一点点舞袁 每次她
都大大方方袁开心地走上台袁看到
如果是男生受罚袁 还会故意跳很
女性化的舞袁让他们模仿遥看她在
讲台上袁 感觉教室像开满花朵的
春天一样遥

迈出你的双脚袁丈量新世界
陈未琼

满 天 繁 星 的 校 园
朱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