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高考 662分的“庞贝病男孩”王唯佳被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录取，引发网友热议。盲人

考生昂子喻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脑瘫少年姚俊

鹏考上了中国药科大学……他们在平时学习生

活中或多或少会面临一些困难，迈进大学校门

后，如何适应校园生活？高校应如何通过现代技

术手段构建智慧校园，帮助这些学生真正融入大

学生活、学有所成？

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

庞贝病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会导致肌肉

无力、脊椎侧弯，还有呼吸暂停的危险。来自辽

宁沈阳的王唯佳，12 岁时被确诊患有此病。一

般人习以为常的走路和站立，对他来说都很吃

力，每天晚上都要挂上呼吸机方能入睡。

南开大学教务处处长李川勇说：“南开大学

历来重视学生的学业指导和帮扶，学校有完善的

校—院—班三级学业指导体系，能够帮助王唯佳

同学尽快适应大学生活，为他顺利完成学业提供

必要支撑。”

“我们将根据王唯佳入学后的具体情况，研

究系列帮扶措施，制定‘多对一’个性化工作方

案，尽一切努力帮助他解决在生活学习中的困

难，助力他在南开圆梦扬帆。”南开大学党委学生

工作部、计算机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专门针对王唯佳的情况

制定了详细的帮扶资助方案，将其列为学校各类

资助的重点帮扶对象，包括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准

备“特殊宿舍”；安排入学的绿色通道；提供由教

材费、餐费、电话费、生活学习用品等组成的“新

生大礼包”；协助其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国家助学

金、医疗保险等。

据介绍，为让王唯佳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学校安排“励志强能计划”学生、获周恩来奖学金

的学长帮助他在刚入校时尽快熟悉大学生活、掌

握专业学习方法、做好大学生涯规划等，并鼓励

他积极申请“筑梦计划”等资助育人项目。

此外，很多热心的南开校友在得知王唯佳的

情况后，也联系到学校，表示愿意尽己所能为他

的学习生活提供帮助。

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学习

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发展，智慧校园呼之欲

出，高校应采取哪些措施更好的帮助这些学生，

提升自身教育教学质量？

据李川勇介绍，南开大学将智慧图书馆、电

子查询机、校园监控、储物柜等先进设备陆续安

装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智慧校园让师生可以随时随地学习，高效地

使用各级资源，促进教学融合。智能设备的应用

为建立智能开放、舒适便利的教育教学环境，改

善师生与学校资源、环境的交互方式，实现以人

为本的个性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南开大学加大在线课程建设力度，着力推动

校内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推动智慧教学环

境建设，重点建设双校区远程互动教室、智慧教

室与互动交流公共空间；打造智慧教研环境，构

建智慧教育生态，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都能主动学习、自主管理、自我服务

的智慧教学环境。

在智慧图书馆的建设中，南开大学实现了新

旧图书馆的数据共享，并在云计算、大数据的基

础上，依托互联网与物联网技术，用掌纹识别等

技术对所有图书进行电子标签自动识别，让学生

可以自助、方便地享受图书馆的相关服务。据了

解，王唯佳同学所在的计算机学院设有南开大学

第四智慧书院——图灵书院。图灵书院以计算

机及其应用为主题，着力构建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的新型“师生共同体”。

李川勇表示，智慧校园的建设将为特殊学生

群体插上“隐形的翅膀”，为他们接受更高质量的

教育保驾护航。

“庞贝病男孩”将入学，智慧校园要与学长一起迎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盖伦）近日，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了《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语文学习

质量监测结果报告》和《2019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艺术学习质

量监测结果报告》。两份报告展现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语文、艺术学

习质量状况。

2019 年，教育部开展了第二周期第二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监测学科为语文和艺术。本次监测在全国抽取了 331 个样本县（市、区）

的数千所小学和初中，对 10 万余名四年级和近 8 万名八年级学生进行了

现场测试，并对中小学校长、语文和艺术老师开展了问卷调查。

语文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显示，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业表现达到

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81.7%、79.3%，与 2016 年语文监测相比总

体保持稳定。

学生语文学习兴趣较高，但语文学习自信心有待提高。数据表明，四

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分别为 94.5%、

88.9%，语文学习自信心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分别为 47.9%、49.1%，语文学

习习惯好和较好的比例之和分别为 67.2%、62.2%。

学生普遍具有较好的课外阅读习惯。四年级、八年级学生每天课外阅

读时间在 15分钟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71.7%、70.6%，课外阅读书籍种类在 3

种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64.8%、77.1%。而且，进一步分析发现，课外阅读时

间在 15分钟以上的学生以及课外阅读种类丰富的学生，语文成绩相对较

高。比如，四年级、八年级课外阅读种类为6种及以上的学生语文成绩分别

为559分和532分，分别高出阅读种类仅为1种的学生123分和108分。

不过，学生的课业压力依然较大。有两成四年级学生仅完成学校老

师布置的语文作业就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家庭作业总时间。

艺术学习质量监测则通过纸笔测试的方式测查了学生的音乐听辨能

力、音乐作品赏析能力和音乐基础编创能力。监测结果与 2016年艺术监

测结果相比总体保持稳定，78.5%的四年级学生和 77.2%的八年级学生演

唱能力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

学生美术基础能力、美术作品赏析能力、美术知识生活运用能力与

2016年相比总体保持稳定，91.5%的四年级学生和 65.8%的八年级学生绘

画创作与表达能力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

学生对中国画、民间手工艺、书法等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形式的喜欢程

度较高，但对部分民歌、民族乐器、传统美术作品的辨识和鉴赏能力较弱。

对农村教师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小学艺术教师配备虽有较大

改善，但仍存在不能满足现实教学需求的情况。

农村小学校长表示音乐教师数量能满足教学需求的比例较 2016 年

提高了 15.5个百分点，达到 30.0%；美术教师数量能满足教学需求的比例

较 2016年提高了 14.2个百分点，达到 30.3%。师资缺口依然较大。

教育部监测报告显示

语文成绩与课外阅读时间有关

近日，北京首批 20余所高校毕业年级学生分批次返校复课。图为
在北京理工大学，刚从山西返校的博士生耿宝群领到了学院发放的“防
疫礼包”。 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摄

北京首批高校学生分批次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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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教育
我国目前已有 13 个研究生学科门类：哲

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

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和艺术学。

此前，交叉学科虽然并没有出现在专业

目录上，但“江湖”上已有它的身影。2009 年

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

与管理办法》就规定：“交叉学科按照目录外

自增设二级学科的程序进行设置，挂靠在所

交叉的学科中基础理论相近的一级学科下进

行教育统计。”这实际上赋予了高校自主设立

交叉学科的权力。

根据 2019 年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

育司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自设交叉学科名

单》，各大高校已经开设了 500余个交叉学科。

“高等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这是一种世界性趋势，

早已有之。”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创新的形势下，这种趋势显得更为突

出，适应趋势的需求更为迫切。李立国则指

出，交叉学科是学科知识高度分化和融合的体

现。最近 25 年，有近 5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其获奖成果都属于交叉学科领域。

可以说，科学上的突破和创新，也越来越

依赖于交叉学科。毕竟，学科之间并非界限分

明，甚至大多数时候，这种界限都是流动的。

生物化学、纳米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其实都是

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不过，按照现行制度，学科专业目录是进

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开展人才培养与

学位授予工作以及进行相关教育统计的基本

依据。曾有学者呼吁，在目前我国学科专业设

置中，新兴交叉学科难以找到自己的学科位

置，发展得不到政策鼓励和制度保障。有了正

式身份，交叉学科就能争取更多资源，发出更

大的声音。

科学创新越来越依赖交叉学科

在交叉学科被正式列为学科门类之前，相

关高校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实践已经进行了

多年。

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吴

伟把它分成了三种培养模式：项目依托型（学校

拨出专项名额，开设交叉培养项目）、机构依附

型（依附于专门实体平台或者研究机构）和学科

依赖型（已存在或新设的二级学科）。

他曾深入调研过一些高校的交叉学科人才

培养情况，发现研究生交叉培养面临功利性和

学科发展需要统筹规划和管理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近日结束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释

放出消息，我国拟增加交叉学科作为新的学

科门类。至此，我国研究生学科门类将增至

14 个。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由研究生学

科专业目录和本科生学科专业目录组成，其中

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

和二级学科三个层级。这一专业目录，从 20世

纪 80年代至今，已有多次调整。

“增设交叉学科门类，赋予了交叉学科与

传统学科同等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李立国指出。

学科门类有了，接下来就是布局一级和二

级学科，进行人才培养。

那些从交叉学科毕业的研究生，都去了哪里？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以下简称

交叉学院）成立于 2006 年，是国内最早发展和

设立交叉学科的机构之一。经过十多年的探

索和运行，学院已经持续稳定的培养了多届全

新设立的交叉学科毕业的跨学科交叉型学术

人才。

记者从 2019年该院老师撰写的《理工类交

叉学科人才就业状况分析——以北京大学前

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为例》的文章中看到，2013

年到 2018年的就业系统数据显示，北大交叉学

院的学生就业领域广泛，约 60%的学生在完成

学业后参加工作，超过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

去国外或者在国内顶尖学府从事科研工作。

虽然就业形势良好，但无论是自我认同感

还是社会认同度，都有需要加强的地方。交叉

学院的教师指出，有明确学科招聘需求的企业

单位对交叉学科的毕业生，往往会有一种说不

清道不明的偏见。交叉学科背景的学生与传

统单一学科学生相比，学科归属不明确，有时

会出现边缘化、被动化的局面。

即使交叉学科被正式纳入学科目录，要解

决的问题仍有很多。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就指出，交叉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应当

如何培养，牵涉的领域错综复杂，将是摆在我国

研究生教育面前的重大挑战。他指出，需要在

课程设置、导师选聘等方面树立交叉学科意识，

完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规章制度，健全交叉

学科指导委员会、答辩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

会等组织体系，解决导师参与积极性等问题。

吴伟认为，高校应有统筹管理机制统领全

局，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保障交叉培养的实施；

从入口处筛选优质生源，从出口处把关培养质

量，让培养过程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支撑

保障机制作用于培养过程，为交叉项目提供良

好的环境和资源。“要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

理念设计培养机制，改善培养效果。”他强调。

培养机制设计要遵循“以学生为中心”

简单化设定的困境，一些高校的交叉培养成为

推动某些领域科技创新活动的资源获取手段。

吴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曾有高校相关负

责人向他坦言，交叉学科发展最大的阻碍来自

机构设置，“小单位山头林立，彼此之间会有隔

阂和事务牵绊，合作比较困难”。实验室能否

开放，其他学科或者学院的课程能不能选这些

事，都需要费劲协调。

毕竟，如果教师编制、资金以及设备等由

不同学院提供，基于不同机构设置的管理体

系，会阻碍交叉培养的实现。

而且，在项目制的培养模式下，招生和培

养其实是分离的。

对此，周洪宇坦言，现在的交叉学科教学，

主要还是由不同学科老师在进行。“如果学科

之间的跨度不大，属于一个学科群，相对来说

还比较容易。但一些学科之间界限非常明显，

老师要在这些学科间做到‘出入自如’，就很难

了。”他表示，高校教师本身接受的就是专业

化、精细化的教育，要适应新的培养模式，其自

身的认识和能力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在学生要毕业时，问题又来了。一些还没摸

索清楚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高校，往往还未

建立交叉学科专家库。学生的毕业论文若送往

单一领域专家处进行评审，可能会“不受待见”。

吴伟感慨，如果学校缺乏强有力的交叉学

科管理部门或者委员会来统筹规划和管理，在

学生培养方案如何制定、学生出口标准如何设

定、课程体系如何设置等具体操作上，都会面

临重重困难。

“提高跨学科教师自身能力，做好跨学科

专业的评价工作，都是未来需要探索的课题。”

周洪宇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应该下大

功夫研究。

今年27岁的屠金歌，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和同学于慧慧在
校内创办了一个适合阅读、思考和交流的空间——静象空间。她们意识
到年轻一代对传统手工艺品和民俗文化的浓厚兴趣,以江西吉州窑传统
制瓷技艺的代表性作品——木叶盏为突破口，开启了保护、传承和创新非
遗的创业之旅。图为屠金歌在户外寻找适合制作木叶盏的树叶。

新华社发（赵子硕摄）

90后女大学生变身“非遗创客”

本报记者 华 凌

交叉学科交叉学科““自立门户自立门户””
还有这些难题待解还有这些难题待解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官网发布对部分超

期博士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的公示。本次拟退学

人员中，有33人联系不到，校方将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2020年8月21日到2020年9月1日。

博士生究竟可以延期多久毕业，并没有绝对

统一的硬性规定。比如，有的学校规定最长可延

期8年毕业，而有的学校只有5年。但从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公布的学号来看，这次被退学的学生中，

很多人读博时间长达 15 年，这显然已经超出了

“极限”，对之作出退学处理不仅合理，也很必要。

考博固然很难，“上岸”后却不能毕业确实有

些遗憾。但是，博士生培养需要投入大量资源，

超期不退不仅浪费培养资源，也难免让培养质量

大打折扣。更现实地来看，每个学校都有博士生

指标、名额限制，超期不退还将影响学校的招生

计划，甚至可能影响导师的科研进展。所以，博

士生能否如期毕业，或者说毕不了业能否及时清

退，绝不是个人的私事，更关系到公共利益。

事实上，近一两年已有多所大学集中开展博

士生清退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近

30 多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 1300 名硕博研究生，

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

请退学”等。这与近年来国家强调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密切相关。

其实，及时清退那些超期博士生，也是维护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内在要求。大量未能如期毕

业的博士生长时间的超期不退，本身就弱化了博

士生培养的严肃性，也很可能让一些人产生侥幸

心理，即把考博纯粹当作混个名头，而不顾能不

能毕业。所以，按规定如期清退超期博士生，能

让社会更理性地看待博士教育，也是真正落实

“严进严出”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在集中清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区分

原因。如部分博士生是因为创业、留学深造等原

因导致无法如期毕业，就应该依据规定准许其申

请延期，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其实，不管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任何一种

学制都有相应的培养期限。对那些超期不退的

学生，就该及时予以清退，这是压缩人才培养“水

分”最基础的要求。

读博超期未毕业，并非个人私事这么简单

科学上的突破

和创新，越来越依

赖于交叉学科。生

物化学、纳米科学

和人工智能等，其

实都是跨学科的研

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