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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如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的一些人想

出去。

教育部明确，要加强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

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

要及早按照培养方案进行分流退出。

而对主动退出的人来说，这像是“及时止损”。

不要纯为镀金读研，靠糊弄试图
“低空掠过”行不通

陈建东（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能源经济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读研，确实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养。比如能吃苦，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习研究；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本科阶段

经受过基本的学术训练，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如果还有

求真务实的态度，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更好了。

在选择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时，我还是会优先考虑

有明确学术志向的学生。读研，特别是读在职研究生之前，还

是要想清楚，你的研究和你设定好的职业路径有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念下去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如果你无法保证在

学习上的投入，不建议为了镀金来读研读博。现在，教育部对

研究生培养质量越来越重视，靠着糊弄试图“低空掠过”不仅

行不通，也会让你的导师很为难。

其实，学生入校时，常遇到的困难，就是迷茫。不知道该

干什么，没有明确目标，或者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与自身水平

不匹配，产生挫折感。

从我培养学生的经验来看，研究生刚入学时，一定要“狠

抓”，要对他们进行高强度的科研训练。你抓得越早，学生越

容易出成果；出了成果，就容易形成正向反馈，他就更有信心。

我会让学生大量看文献，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后，要看英文

文献，大概用半年左右时间，接触到研究领域的真正的最前

沿；还会给他们强化科研方法，做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训练。

如果学生写作能力欠佳，我会把学生拉到身边，当着他的面逐

字逐句给他改论文写法。

我花了大量时间培养学生。我知道，一个好导师，对学生

真的太重要了。我也是因为碰到了我的恩师，才走上了学术

道路。

在我看来，导师也要具备一些基本素养。

首先，他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了解研究领域的

前沿在发生什么。如果故步自封，满足于过去的成绩，就无法

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指导。导师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根据自

己的经验、洞察和对学生的了解，为学生提供研究方向的建

议。如果导师给学生找的方向不是很有前途，那就算学生做

到世界最好，也很难在顶尖杂志发一流水平论文。要是导师

为学生选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如果学生能做到前沿，就会是真

正的顶级科学家。从某种程度来说，方向能够决定学生成就

的上限。

此外，导师也要自己动手做科研。只有自己做，才能体会

学生的苦辣酸甜，更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感受他们的心态。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导师也要经常和学生接触，比如时不时

一起吃个饭，了解他们的心理、生活和学业状况。

读研后要想清楚：是学手艺，还
是要以科研为业？

丁巍伟（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大学和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很多研究生，包括我自己，当初选择读研的时候并没有明

确的目标。有的是因为大家都考研，所以我也考；有的是觉得

读研更容易找到工作；有的是正好遇到了保研的机会，于是就

读了研。这其实没关系，但是一旦踏上这条路，就需要明确自

己的目标是什么：是学到一门手艺，还是以此为阶梯，真正以

科研为业？

硕士研究生阶段，其实很需要导师扶着走，给学生指出一

个明确的方向。这就好比给你一把枪，告诉你那边有只兔子，

你把它打了。

最完美的情况，就是这个方向是学生擅长的。学生能因

此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获得进一步探索的动力。他不仅能

打到兔子，还能看到广袤的森林。差一点的情况，是学生拿到

了枪，打到了兔子，拿着兔子交差。比较痛苦的就是，学生不

喜欢这把枪，也不会打，还连兔子的影子都看不见。

负责任的导师，或许会转而给学生一把弓，或者干脆把兔

子拎到学生面前，让他能有成就感。但如果导师的学生很多，

他可能根本没时间来做这些事。如果导师没那么负责，认为

你打不着就是学生自己的问题，那学生可能整个就颓下去了。

老师培养学生，靠的是“耳濡目染”。学生没有和导师几

百小时的交流和训练，是出不来的。我的几个研究生在读研

阶段发 SCI 的文章，我们都是坐在一起，一句一句改出来的。

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导师，都会把学生当成自己的责任。

（本报记者张盖伦采访整理）

为什么要读研

听听博导怎么说

20202020 年年末年年末，，退学后的张楚退学后的张楚，，第二次走入研究第二次走入研究

生招生考试的考场生招生考试的考场。。

此前此前，，他从没想过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化学研究的自己会成为化学研究的““逃兵逃兵”。”。

张楚爱化学张楚爱化学，，高中时就在学校创办了化学实验高中时就在学校创办了化学实验

社社。。大家都以为他会是未来的化学家大家都以为他会是未来的化学家，，张楚自己也张楚自己也

这么坚信这么坚信。。

顺理成章地顺理成章地，，张楚进入某张楚进入某 985985 高校高校，，念了化学念了化学。。

路径也很清晰路径也很清晰———本科—本科，，硕士硕士，，博士博士，，出国做博后出国做博后，，

回国回国，，进高校进高校，，做科研做科研。。

同样顺理成章地同样顺理成章地，，大四那年大四那年，，张楚起早贪黑准张楚起早贪黑准

备了备了 55 个月个月，，以高分考上了另一所以高分考上了另一所 985985 高校化学专高校化学专

业的研究生业的研究生。。

但设定好的路线拐了个弯但设定好的路线拐了个弯。。开学后不久开学后不久，，张楚张楚

就休了学就休了学。。几个月后几个月后，，他退学了他退学了。。

读研也如围城读研也如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的一些城内的一些

人想出去人想出去。。

教育部已经明确教育部已经明确，，要加强研究生招生要加强研究生招生、、培养培养、、学学

位授予的全过程质量管理位授予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

的研究生要及早按照培养方案进行分流退出的研究生要及早按照培养方案进行分流退出。。

对主动退出的人来说对主动退出的人来说，，这像是这像是““及时止损及时止损”。”。张张

楚说楚说，，既然意识到自己选错了方向既然意识到自己选错了方向，，那就勇敢一点那就勇敢一点，，

重新找到方向再出发重新找到方向再出发。“。“毕竟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毕竟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找找

到自己的节奏到自己的节奏，，才能跑得愉快才能跑得愉快，，跑得长久跑得长久。”。”

被裹挟的被裹挟的““热爱热爱”，”，不是不是
人人都适合科研人人都适合科研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在问答网站知乎上，“，“为什么现在有些研究生为什么现在有些研究生

想退学想退学””这一提问这一提问，，截至截至 11月月 1111日记者发稿时日记者发稿时，，已经已经

有两万余个关注者有两万余个关注者，，浏览量达到浏览量达到 21912191万次万次。。

而在豆瓣而在豆瓣，“，“博士博士，，退学了吗退学了吗？”？”小组里有一万余小组里有一万余

名成员名成员，，他们在组内倾诉他们在组内倾诉、、吐槽和求救吐槽和求救。。

他们遇到了坎他们遇到了坎，，在挣扎在挣扎，，不知是放弃还是继续不知是放弃还是继续。。

张楚的坎来得非常早张楚的坎来得非常早。。20192019 年年 77 月月，，他进入导他进入导

师的实验室师的实验室。。仅仅两周之后仅仅两周之后，，他就感到无法喘息他就感到无法喘息。。

张楚找不到归属感张楚找不到归属感，，总觉得自己是工具人总觉得自己是工具人；；他怕做他怕做

不好实验不好实验，，怕失败怕失败，，怕满足不了老师的期待怕满足不了老师的期待。。成天成天

浑浑噩噩浑浑噩噩，，压抑压抑、、疲惫疲惫。“。“有时在厕所里偷偷哭有时在厕所里偷偷哭，，每天每天

跟蹲监狱一样跟蹲监狱一样。”。”

导师没有压榨他导师没有压榨他，，实验室也没有排挤他实验室也没有排挤他。。但是但是

心理医生告诉张楚心理医生告诉张楚，，他已经有了焦虑和抑郁情绪他已经有了焦虑和抑郁情绪。。

““本科时本科时，，我连科研的皮毛都没摸到就毕业我连科研的皮毛都没摸到就毕业

了了。”。”当张楚真正接触到化学科研当张楚真正接触到化学科研，，他才发现他才发现，，这是这是

一种他无法忍受的寂寞一种他无法忍受的寂寞。。

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做着可能做着可能 100100 次会失败次会失败 9999 次的实次的实

验验。。把青春耗在这样一件事上把青春耗在这样一件事上，，他受不了他受不了。。

张楚重新思考他究竟怎么走上了这条路张楚重新思考他究竟怎么走上了这条路。。

““为什么之前拼命想读博为什么之前拼命想读博？？因为这似乎才是彰因为这似乎才是彰

显自己喜欢化学的唯一方式显自己喜欢化学的唯一方式。”。”周围所有的人都告周围所有的人都告

诉他诉他，，热爱化学的孩子就该以科研为业热爱化学的孩子就该以科研为业。。但张楚后但张楚后

来才明白来才明白，，不是所有热爱者不是所有热爱者，，都适合做科研都适合做科研。。

和张楚相似和张楚相似，，20162016 年年，，李湛进入某以研究生教李湛进入某以研究生教

育为主的著名高等院校读研育为主的著名高等院校读研，，他告诉科技日报记他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者，，当年选择保研当年选择保研，，其实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

对自己本科所学的材料专业对自己本科所学的材料专业，，李湛一直兴味索李湛一直兴味索

然然。。他想当程序员他想当程序员，，但又觉得还没准备好转行但又觉得还没准备好转行，，那那

就先把研究生念了吧就先把研究生念了吧。。

““但谁知道做科研这么难呢但谁知道做科研这么难呢？？以前只听说过以前只听说过

难难，，但你没亲身体会过啊但你没亲身体会过啊。”。”和张楚一样和张楚一样，，李湛也经李湛也经

历了实验的反复失败历了实验的反复失败，，强烈的挫折感包裹住了他强烈的挫折感包裹住了他。。

那时是研究生二年级那时是研究生二年级。。

李湛复盘自己当时的状态李湛复盘自己当时的状态，，是进退两难是进退两难，，举棋举棋

不定不定。。做实验吧做实验吧，，做不下去做不下去；；去工作吧去工作吧，，编程水平又编程水平又

是半桶水是半桶水。。前途未卜前途未卜，，时间又一直流逝时间又一直流逝。。他后悔他后悔，，

觉得天天搞这些干吗觉得天天搞这些干吗，，还不如早点出去赚钱还不如早点出去赚钱。。他又他又

忐忑忐忑，，早点出去早点出去，，真就能赚到钱吗真就能赚到钱吗？？

李湛因为对未来的绝望而陷入情绪低谷李湛因为对未来的绝望而陷入情绪低谷。。最最

严重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他有时嗜睡他有时嗜睡，，有时又失眠有时又失眠，，连刷牙这件连刷牙这件

事事，，都觉得好难都觉得好难。。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后来后来，，在确定自己的编在确定自己的编

程水平能谋得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后程水平能谋得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后，，李湛在李湛在 20192019

年年 11月正式退学月正式退学，，逃离科研逃离科研。。

在国内某名校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博士生导在国内某名校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博士生导

师余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师余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从他接触的研究生来从他接触的研究生来

看看，，有三分之一是自己想读有三分之一是自己想读，，有三分之一是当年本有三分之一是当年本

科没考上理想学校或专业科没考上理想学校或专业，，靠读研靠读研““圆梦圆梦”；”；还有三还有三

分之一分之一，，则纯粹是父母或者其他人帮忙做的决定则纯粹是父母或者其他人帮忙做的决定。。

““很多人做科研的动力并不足很多人做科研的动力并不足，，尤其是做了基础研尤其是做了基础研

究之后究之后。。此前的教育中没人对他们进行指导此前的教育中没人对他们进行指导，，他们他们

经常不知道研究的意义何在经常不知道研究的意义何在。”。”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王昕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王昕

红等人曾对长学制直博生的退出情况做过一次实红等人曾对长学制直博生的退出情况做过一次实

证研究证研究。。研究指出研究指出，，一些学生虽然学业成绩优异一些学生虽然学业成绩优异，，

但并不适合做科研但并不适合做科研。。比如比如，，他们缺乏对科学问题他们缺乏对科学问题

的 好 奇 和 探 究 精 神的 好 奇 和 探 究 精 神 ，，缺 乏 投 身 科 研 的 勇 气 和 毅缺 乏 投 身 科 研 的 勇 气 和 毅

力力。。有些人也抱着很强的职业目的有些人也抱着很强的职业目的，，当外在工作当外在工作

动机的诱惑大时动机的诱惑大时，，也容易使得研究生终止学业也容易使得研究生终止学业。。

交恶的师生关系交恶的师生关系，，成为成为
压死科研生命的最后一根压死科研生命的最后一根
稻草稻草

读到博士三年级时读到博士三年级时，，王阳觉得王阳觉得，，他上当了他上当了。。

本科毕业后本科毕业后，，他被保送到某名校信息科学技术他被保送到某名校信息科学技术

学院学院，，硕博连读硕博连读。。王阳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王阳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以为以为

上了国内顶尖高校上了国内顶尖高校，，就可以顺着流水的方向驶向更就可以顺着流水的方向驶向更

广阔的大海广阔的大海。。

然而他发现然而他发现，，自己这艘船搁浅了自己这艘船搁浅了。。

王阳喜欢游戏王阳喜欢游戏，，他的愿望是推动中国游戏产业他的愿望是推动中国游戏产业

的发展的发展。。但学院里并没有游戏开发和设计相关专但学院里并没有游戏开发和设计相关专

业业，，他就把计算机图形学作为了自己的方向他就把计算机图形学作为了自己的方向。。

选导师时选导师时，，王阳并不草率王阳并不草率。。他看过导师与人合他看过导师与人合

写的一篇论文写的一篇论文，，研究如何把三维模型渲染成水墨画研究如何把三维模型渲染成水墨画

的画风的画风———这正是王阳感兴趣的—这正是王阳感兴趣的。。拜入导师门下拜入导师门下

后他才意识到后他才意识到，，导师对此方向知之甚少导师对此方向知之甚少。“。“那篇论文那篇论文

他可能只是挂了个名他可能只是挂了个名。”。”

入校后入校后，，王阳先被导师派去了公司王阳先被导师派去了公司，，做了两年做了两年

横向项目横向项目。。第三年第三年，，他正式开始做科研他正式开始做科研，，只是个跌只是个跌

跌撞撞还没摸到门道的新手跌撞撞还没摸到门道的新手。。

导师似乎并没体谅他只是个科研经验还非常导师似乎并没体谅他只是个科研经验还非常

欠缺的学生欠缺的学生。。没有游戏中常有的新手村训练和指没有游戏中常有的新手村训练和指

引引，，导师直接把王阳扔到了导师直接把王阳扔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自己—自己

升级打怪去吧升级打怪去吧。。

没有武器没有武器，，没有装备没有装备，，没有地图没有地图。。

但是有人身攻击但是有人身攻击。。

这都已是旧事这都已是旧事，，但回忆起来但回忆起来，，王阳依然能感到王阳依然能感到

鲜明的刺痛鲜明的刺痛。。工作没做完工作没做完，，导师就认为他在故意偷导师就认为他在故意偷

懒懒；；事情做不好事情做不好，，导师就质问他是不是不想读了导师就质问他是不是不想读了。。

导师也曾直接羞辱他导师也曾直接羞辱他：“：“现在我去大街上随便拉来现在我去大街上随便拉来

一个程序员一个程序员，，都能做得比你快都能做得比你快。”。”

在王阳看来在王阳看来，，导师的研究方向已经过时导师的研究方向已经过时，，他没他没

有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有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对学生的研究对学生的研究，，也提不也提不

出太有价值的建议出太有价值的建议。“。“用现在流行词的来说用现在流行词的来说，，他就是他就是

在精神控制我在精神控制我。”。”

偶尔偶尔，，王阳也和研究所里其他课题组的同学一王阳也和研究所里其他课题组的同学一

起吃饭起吃饭。。他听到他听到，，有的导师一个月给学生发三四千有的导师一个月给学生发三四千

补助补助，，有的导师温柔有的导师温柔、、耐心耐心、、尽职尽责尽职尽责，，再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

的处境的处境，“，“这是最可气的这是最可气的”。”。

博士三年级博士三年级，，王阳委顿了下来王阳委顿了下来。。

他每天要睡到很晚才起床他每天要睡到很晚才起床。。就算早上八九点就算早上八九点

就醒了就醒了，，他也要赖到吃过午饭再去实验室他也要赖到吃过午饭再去实验室。。

他在逃避他在逃避。。

““我非常厌恶科研我非常厌恶科研，，觉得这是我永远也做不好觉得这是我永远也做不好

的事情的事情。”。”王阳一直是个好学生王阳一直是个好学生，，但那时他心里的但那时他心里的

声音是声音是————““我什么都不是了我什么都不是了。”。”

王阳想退学王阳想退学。。行政老师和辅导员建议他行政老师和辅导员建议他，，先休先休

学学，，调节一下调节一下。。

脱离了实验室的环境脱离了实验室的环境，，王阳一下就重拾了自信王阳一下就重拾了自信。。

他去了一家和游戏相关的创业公司他去了一家和游戏相关的创业公司，，在工作半在工作半

年之后年之后，，就独立挑头开发游戏就独立挑头开发游戏。。在休学满一年要复在休学满一年要复

学的时候学的时候，，王阳开发的那款游戏王阳开发的那款游戏““出圈出圈””了了，“，“火火””了了。。

在社会摸爬滚打了这一遭在社会摸爬滚打了这一遭，，王阳重新回到学王阳重新回到学

校校，，试图继续学业试图继续学业。。他换了种方式和导师沟通他换了种方式和导师沟通，，但但

依然磨合得磕磕碰碰依然磨合得磕磕碰碰。“。“除了会侮辱我除了会侮辱我，，导师给不了导师给不了

我任何有用的指导我任何有用的指导。”。”

王阳一向很讨厌利用沉没成本诱导玩家投身王阳一向很讨厌利用沉没成本诱导玩家投身

其中的游戏设计其中的游戏设计。。如果玩家持续向游戏投入了好如果玩家持续向游戏投入了好

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即使后来游戏本身的吸引力已经不足即使后来游戏本身的吸引力已经不足，，

玩家也会因为不想前期投入打了水漂而放弃玩家也会因为不想前期投入打了水漂而放弃。“。“我我

感觉导师也是用这种方式感觉导师也是用这种方式，，逼迫你一直逼迫你一直‘‘玩玩’’下去下去。”。”

特别是硕博连读的学生特别是硕博连读的学生，，连硕士学位都没有连硕士学位都没有，，

在王阳看来在王阳看来，，这是最容易被拿捏的群体这是最容易被拿捏的群体。。

王阳挣扎过王阳挣扎过，，寻找其他途径自救过寻找其他途径自救过。。

他想做感兴趣的游戏相关方向他想做感兴趣的游戏相关方向，，被导师拒绝被导师拒绝

了了。。他跟导师商量能不能转为硕士他跟导师商量能不能转为硕士，，被导师批判为被导师批判为

““你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向研究所写信他向研究所写信，，说说

自己想换导师或者换研究方向自己想换导师或者换研究方向。“。“结果结果，，信第二天就信第二天就

转到我导师手里转到我导师手里。”。”导师给的解决方案是导师给的解决方案是，，让王阳再让王阳再

去企业做一年横向项目去企业做一年横向项目，，就当是调整心态就当是调整心态。。

王阳接受不了王阳接受不了。。

换导师也无果换导师也无果。。王阳的导师在所里颇有资历王阳的导师在所里颇有资历，，

王阳猜测王阳猜测，，其他年轻老师不敢收他其他年轻老师不敢收他。。

几种途径全部无效几种途径全部无效，，王阳决定抽身王阳决定抽身。“。“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继续继续‘‘混混’’个三年个三年，，也许也能混个博士文凭也许也能混个博士文凭。”。”但再耗但再耗

下去下去，，就只是浪费时间就只是浪费时间。。

虽然这只是极端个例虽然这只是极端个例，，但身处高校但身处高校，，同为导师同为导师

的余姚能深刻感到的余姚能深刻感到，，做导师是个良心活做导师是个良心活。。他看到他看到，，

确实有些导师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确实有些导师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有些导师在有些导师在

指导方法和精力投入上都有欠缺指导方法和精力投入上都有欠缺。。多位博士生导多位博士生导

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导师对一名研究生的成长影导师对一名研究生的成长影

响重大响重大。“。“如果两人性格不合如果两人性格不合，，相处不来相处不来，，这个学生这个学生

会生活在很大的阴影下会生活在很大的阴影下。”。”

离开或留下离开或留下？？选一条选一条
对自己更负责的路对自己更负责的路

““所有人都会说所有人都会说，，遇到困难遇到困难，，你要克服你要克服。。我克我克

服困难的方式服困难的方式，，就是选择一条更高效就是选择一条更高效、、对自己更负对自己更负

责的路责的路，，而不是躺下来而不是躺下来，，为了学位为了学位，，任人宰割任人宰割。”。”王王

阳说阳说。。

父母自然是反对的父母自然是反对的。。王阳至今也不认为他王阳至今也不认为他

真正说服了他们真正说服了他们。。他只是用了激烈的方式表达他只是用了激烈的方式表达

自己自己———你们要是不同意我退学—你们要是不同意我退学，，我就去跳楼我就去跳楼。“。“如如

果你们一定想要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孩子果你们一定想要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孩子，，那你们去那你们去

认一个博士毕业的干儿子吧认一个博士毕业的干儿子吧。”。”

20192019 年年 99 月开学后不久月开学后不久，，王阳向导师正式递交王阳向导师正式递交

了退学申请了退学申请。。那已经是他读博的第五年那已经是他读博的第五年。。

和导师说的最后一句话和导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体面的一句是体面的一句““谢谢谢谢

老师老师”。”。

花了两天的时间花了两天的时间，，盖了不同的章盖了不同的章，，王阳办完了王阳办完了

一系列退学相关手续一系列退学相关手续。“。“其实其实，，不管去哪里盖章不管去哪里盖章，，他他

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你想清楚了你想清楚了

吗吗？？但是但是，，当你已经非常坚决的时候当你已经非常坚决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也不会觉得

这些问题是拷问了这些问题是拷问了。”。”

就连陌生人就连陌生人，，都为王阳感到可惜都为王阳感到可惜。。去派出所迁去派出所迁

户口户口，，人家感慨人家感慨：：都读了第五年了都读了第五年了，，为什么不坚持为什么不坚持

啊啊？？回家里上户口回家里上户口，，他也听到人念叨他也听到人念叨：：哎呀哎呀，，你是不你是不

是吃不了苦啊是吃不了苦啊。。

““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确实是一个遗憾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确实是一个遗憾，，但我已但我已

经获得的知识依然还是我的经获得的知识依然还是我的。。站在名牌大学肄业站在名牌大学肄业

生的起点上生的起点上，，我就让自己再活一次我就让自己再活一次。。放下所有物质放下所有物质

焦虑焦虑、、年龄焦虑年龄焦虑，，我就当自己只有我就当自己只有 1717 岁岁。”。”王阳的微王阳的微

信名信名，，就叫就叫““今年今年 1717岁的王阳岁的王阳”。”。

当你觉得自己只有当你觉得自己只有1717岁岁，，那就不必给人生设限那就不必给人生设限。。

退学后退学后，，王阳凭着自己的本科学位以及休学期王阳凭着自己的本科学位以及休学期

的成果的成果，，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就职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就职。。做的做的，，就是就是

他最爱的游戏他最爱的游戏。。

他说他说，，也许在多年之后也许在多年之后，，他还会去哪个地方他还会去哪个地方

读个博士读个博士，，了却自己二十多岁时的这场遗憾了却自己二十多岁时的这场遗憾。“。“如如

果我继续留在当时的学校果我继续留在当时的学校，，甘于虚度光阴甘于虚度光阴，，才是才是

失败者失败者。”。”

““现在回头看现在回头看，，我最后悔的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早做决定是没有早做决定。”。”

之前之前，，李湛在知乎上记录下了自己纠结要不要退学李湛在知乎上记录下了自己纠结要不要退学

的心情的心情，，后来后来，，他的回答他的回答““火火””了了。。

很多身陷类似困境的学生给他发私信很多身陷类似困境的学生给他发私信，，把他当把他当

成成““树洞树洞”，”，倾诉自己的困惑倾诉自己的困惑。。

““其实其实，，这些苦恼的人中这些苦恼的人中，，绝大部分最后都顺利绝大部分最后都顺利

完成了学业完成了学业。”。”李湛无意用自己的经历李湛无意用自己的经历““劝退劝退””任何任何

人人，，他也清楚他也清楚，，有时候再坚持一下有时候再坚持一下，，就柳暗花明就柳暗花明。“。“我我

当年那么纠结当年那么纠结，，把自己搞得那么痛苦把自己搞得那么痛苦，，其实没有必其实没有必

要要。。要么果断退学转行要么果断退学转行，，要么老老实实潜心学业要么老老实实潜心学业。。

瞻前顾后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犹豫不决，，才是问题才是问题。”。”

张楚就是李湛认可的那种迅速做出决定的张楚就是李湛认可的那种迅速做出决定的

人人。。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之后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之后，，张楚给导师写了一封张楚给导师写了一封

长信长信。。

““我想选择一种我更适合的生活我想选择一种我更适合的生活。”。”他引用别人他引用别人

的话的话，“，“人生最遗憾的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

弃的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在休学的日子里在休学的日子里，，张楚认清了自己张楚认清了自己。。他仍然爱他仍然爱

化学化学，，但他不想做科研但他不想做科研。。他想去中学当老师他想去中学当老师，，把当把当

年化学实验给他的那份兴奋年化学实验给他的那份兴奋、、新奇新奇，，带给更多孩子带给更多孩子。。

张楚以为导师会指责他的逃避和放弃张楚以为导师会指责他的逃避和放弃，，但导师但导师

近乎温柔地回复了他近乎温柔地回复了他：：人总得找到真的自我人总得找到真的自我，，才能才能

感觉生命和生活的幸福快乐感觉生命和生活的幸福快乐。。我尊重并全力支持我尊重并全力支持

你的选择和决定你的选择和决定，，祝你一切顺利祝你一切顺利。。

于是于是，，张楚又考了研究生张楚又考了研究生。。这次的目标这次的目标，，是教是教

育硕士育硕士。。

前路依然未卜前路依然未卜，，但他想试一试但他想试一试。。

（（应受访者要求应受访者要求，，张楚张楚、、王阳王阳、、李湛和余姚为化名李湛和余姚为化名））

读研路上的进与退读研路上的进与退
——研究生“出局”的三个非典型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