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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能尚能““战战””否否？？
明确的失败结果

并不意味心理情绪的尘埃落定

小陈（化名）是一名“二战”北师大心理学

专硕的考生，本科会计学专业，虽然早有“梦

想学校”关山难越的心理准备，但她还是想去

努力一把。第一年，她选择了一个价格不菲

的辅导班，“征战”未果；今年，在家长的支持

下，她依旧选择“脱产”考研，虽然降低了预

期，但仍让她承受着不小的心理压力。

成绩下来后，与她自己预估分相差不少，

“偏低”，“第一反应就是和去年国家线做比

较，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明确的失败结果并不意味着心理情绪的

尘埃落定。相较于查分那天，她现在的心情

已经好转许多：“当时还考虑怎么跟家长和朋

友说分数，结果跟我妈聊过之后，她态度出奇

的平静，惊讶于现在的考研像我这样的分数

居然还考不上……”小陈的父母都从事科研

相关工作，母亲更是在大学任教多年。母亲

的认可让她宽心了不少。

是否还会“三战”吗？小陈表示，对未来

的计划并不明确，现在只想单纯地将大脑放

空，“可能会先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考虑清楚

接下来到底怎么办。”

此岸彼岸此岸彼岸？？
是选择就此“登陆”,

还是来年“再战”

在今年，远超往年国家线数十分的学生

也并不高枕无忧。在某社交网络APP，考试

失败的学生在小组里分享经历、彼此安慰。

考研出分当天，除了成绩不理想的同学们在

此报团取暖外，370-390分所谓“传统意义上

高分”的学生声音也在小组首页飘荡起伏，甚

至有人晒出 394 的总分，却依旧无缘于第一

志愿。

“Top2 新传，只录前 15 名，分数线 400

分。”发帖人在后续的回复中透露，她所报考

的学校是北京大学，按照往届只录取前15的

规律，她正卡在复试名次的门口。

像她一样怀有焦虑，“好像还差一点点”

的人有很多。与高考的平行志愿不同，每个

考生在考研时只能报考一所学校，几分之差

不仅意味着会落榜名校，更有大概率会直接

滑档。根据今年的情况，“新闻传播学”专业

370分左右的人可能都面临着这个选择难题。

如果今年的分数只能遗憾地够到“此

岸”，是选择就此“登陆”,还是来年“再战”，往

往让学生百般纠结。

“985的本科有没有必要读双非的硕士”

“末流985是调剂,还是直接工作”“非全日制

硕士的认可度高吗？”……无数相似的疑问困

扰着一年又一年的考生。

比起“明年一定更好”的许诺，“今年更

‘难’了”大概才是常态。冷门专业逐年被发

掘，文科专业热度不减，考生在复习过程中一

心想着考上心仪的学校，往往很少抽空去规

划考上以后的科研计划。

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报名考研

人数再创新高，较去年上涨了80万人达到了

457万，增幅21%。作为参考，2022年全国各

级各类高校毕业生预计1076万人。

临岸一步临岸一步
高分带来的喜悦之后，

是新一轮的刻苦学习

早在出分之前，各大培训机构的复试群

就已经热火朝天。英文自我介绍、科研成果

整理是必须，书本复习、中英论文精读是基

础。日程安排仿佛又回到了考研前的复习阶

段。毕竟对于大多高校，复试资格从来都不

意味着“稳了”，每年都会出现初试成绩优异、

复试却发挥失误的案例，没有人想成为“意

外”。

但随着近年来各大社交平台开始风靡经

验帖，学生们在准备复试期间又多了一个环

节——提前联系导师。

一位 2021 届考研成功的工科生就认为

提前联络导师十分重要。她解释说，这样主

要是为了确保未来三年所在的实验室条件良

好。文科也不例外，已经有人在微博晒出心

仪导师的回复截图为自己加油鼓气，争取在

复试中获得更好的表现。不过太主动的联络

也有可能引起部分高校教授的反感，但对于

离心仪学校仅有一步之遥的考生来说，机会

依然大于风险。

在这段关键的复试准备阶段，高分带来

的喜悦正逐渐冷却，取而代之的是新一轮刻

苦的学习。公共课的优势将在复试时消失大

半，专业课成绩更过硬的考生们则要凭此背

水一战。

每年2月到4月的锦鲤动图转发里，愿望

的内容总是相似的，每个人都在用百分之百

的努力争取那份稀有的幸运：“拜托了，让我

顺利考上吧！”

““岸岸””在何方在何方？？
渴望知识的人

从来不缺学习的渠道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故事是从：我考上研

究生开始的。”这句感悟在互联网最早可以追

溯到2018年，在今年的回帖里它又重新获得

了2836个点赞。

现如今学生考研的目的早已不只局限

于科研梦想，这更像是一个人进入成年阶

段后难遇的选择机会，而人们也笃信，这些

选择将改变自己的人生。专业、城市、地

区，一些在高考时“做错”的选择或许可以

在此弥补，三年的科研经历既是深造，也是

缓冲。

根据2021年中国教育在线调查显示，当

年超过半数考生读研目的是为了提升自身的

知识水平和能力，以及由于就业压力大，提高

就业竞争力。超过八成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则

是因为学历在就业过程中受过歧视。

“学历=竞争力”的等式或许从来都不那

么绝对，独立思考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才是校

园和企业公认的硬指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发表于

2021年的一篇文章也提道：“我知道一些同学

考硕然后再考博，其实主要还是想混一个比

较高级的饭碗，并没有把学问太当回事。如

此这般之后，也就泯然众人矣，不会有多大出

息。与其这样，那我觉得还不如做一些更实

际的工作，那样也许会更有成就感。”

光阴似箭，相较于在踌躇不定之中浪费

时间，珍惜手中已有的机会，是许多刚刚踏入

20 岁的年轻人更需要的。正如诸多良师益

友们所劝导的：“考上后，学习只是起点而不

是终点”“名校的资源多、机会多，要主动去品

尝消化”……今日社会，渴望知识的人从来都

不缺学习的渠道。

“岸”究竟在远方的星空，还是就在脚

下？相信每个考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虽然国家线尚未公布，但2022年考研对于大

多数人已经告一段落。决意踏上 2023 届考

研路的学子早就出现在各大自习室里，沉心

静气，翻开书页，在每个可能改变人生的段落

上做起标注。

寒假已悄然结束，对于西南医科大学的青

年学生来说，他们刚过完一个富有意义、磨炼

自我的假期。寒假期间，西南医科大学团委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组织开展了

“青春兴乡，筑梦返航”2022年寒假“返家乡”社

会实践活动。同学们反哺家乡，积极开展专业

实践、社区服务、政务锻炼、志愿服务、疫情防

控等一系列内容多样、形式多彩的实践活动，

“返家乡”学子把智慧和汗水洒在家乡大地，在

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为家乡建设

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专业实践练本领，知行合一强能力。学子

们回到家乡，利用专业知识、结合专业所长，深

入一线，在医院、学校、政务机关等一线参与医

疗服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工作。

2019 级护理专业学生仲吉萍在家乡卫生

院见习半个月后，对护理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和感悟，“许多人觉得护士就是执行医生的医

嘱，但其实并非如此，如何做好护理是需要终身

学习的学问，而我通过护理见习，也体会了做护

士的酸甜苦辣。”2020级中医学专业学生李发明

回到家乡绵竹在政务中心、中医医院、政府办公

室等进行了轮岗实践。“当我了解到驻村干部的

工作后，心中肃然起敬，我要学习他们扎根基

层、在脱贫攻坚路上发光发热、为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的精神。”李发明说。

文明新风进社区，志愿服务暖人心。许多

学子选择在家乡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无论是在

社区、春运站点……随处可见“小红帽”的身

影，他们穿梭在家乡的大街小巷，为严寒的冬

日送上一股股暖流。

医学信息与工程学院2021级学生程茗呤

子进社区慰问独居老人、开展国家帮扶政策宣

传等；2020级口腔医学院学生廖思琪协同社区

组织了庆元宵活动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

有了自己新的理解。护理学院李倩等同学回

到家乡帮返乡人员搬运行李、购置车票、宣传

疫情防控等有关知识。

“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有教师、

有护士……我们在不同的区县，巡护着不同的

河流，向着同样的目标。”基础医学院2020 级

的学生孔欣雨与 37 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

者，共同参与家乡水环境保护建设，用行动保

护良好生态环境。

疫情当前勇担当，责任在肩践使命。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作为医学院校学子，他

们返乡后积极参与社区、乡镇、村庄的疫情防

控工作，防疫知识宣传、物资发放、协助核酸检

查、摸排重点人员……学子们与基层工作人员

并肩奋战在防控一线。

“身处疫情防控的前线，每天收集各村上

报的疫情数据，通知相关医院给居家隔离人员

采样，在平凡的日子里做不平凡的事情。”基础

医学院的学生王袁可全力参与、编织防疫安全

网。

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吴帆在成都街道办

参加疫情大数据排查工作，她在自己的实践

日记里写道：“‘梦’在哪里？一个多月的逐梦

经历告诉我，梦在基层——因为基层能看清

楚社会最真实的状态，能够理解一项政策从

上至下传达、实施到结束所遇见的困难与回

响。”

本报讯（龚大烈）今年春节，乐至县大佛中

学学生张祥丽的大姐新婚大喜。张祥丽用在

学校课堂上学到的剪纸手艺，为大姐剪了一对

大红双喜的剪纸贴在大门上，将喜庆的氛围渲

染得恰到好处。

将剪纸手艺从课堂走向生活，这还得从学

校教师轮岗交流说起。此前，乐至县大佛中学

校长联系到乐至实验中学的美术教师王佳，邀

请她到乡镇中学支教。王佳是乐至县第5届

非遗文化传承人，有一手绝活——剪纸。性格

爽快的王佳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事实上，王佳乘着“双减”政策的春风，已

让剪纸艺术在校园内外种下桃李芬芳。在乐

至实验中学，每周二、三、四下午课后服务时

间，王佳在全校开设剪纸社团课，吸引了全校

的剪纸爱好者。而周一的时间，则留给她所轮

岗交流的乡镇学校——乐至县大佛中学。

一把剪刀、一把刻刀、一张红纸，这手艺看

起来简单，其实大有学问。假如让初一、初二

的学生一节课都拿着剪刀去剪纸，不仅会感到

枯燥，可能一双手也会被剪出茧来。那么，怎

样让青少年保持可持续的兴趣呢？

王佳动了一番脑筋。她站在青少年的角

度思考，假如你的书包、笔袋、书签，甚至T恤

上印着你的剪纸作品，你是否更钟爱剪纸呢？

于是，她让学生选择自己钟爱的小猫、小狗、花

鸟虫鱼、中国结等小宠物或物品，或自己设计

文创内容，再用剪刀或刻刀一笔一画地剪出

来。

自从爱上剪纸后，乐至实验中学学生龚雅

萱丽学会了观察周围的一花一草，一只小昆虫

或小动物。比如，看着翻飞的蝴蝶，她脑袋里

会琢磨，怎样才能剪出她美丽的翅膀？今年是

虎年，她要剪老虎，则需要查阅相关的文化知

识，让自己的文化积淀丰厚起来，剪出来的作

品才更有“味道”。这种有滋有味的创作，竟然

让她写作文的时候文采也飞扬起来。

一纸一故事。剪纸代代传承，不变的是材

料和技法，变的是内容。在王佳的剪纸课堂

上，既有花鸟鱼虫、十二生肖、京剧和川剧脸谱

等传统内容，也有地方特色的蚕桑文化等，又

紧跟时代的变化有了新表达。

苍溪县
打好师德师风建设“组合拳”

本报讯（邓敏）今春开学以来，苍溪县教育和科

学技术局切实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新时期教师队

伍发展改革更加突出的位置，咬定目标，勇毅前行，

全面检视、全面整治师德师风领域突出问题，通过

一系列组合拳，积极锻造“四有”教师队伍，奋力推

进新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

从严综合治理，匡正风气涵养师德师风。苍溪

县将2022年确定为“五风建设年”，制订了实施方案

和责任清单，计划用一年的时间集中整治系统的顽

瘴痼疾，重塑苍溪教育的良好形象。

狠抓思想武装，强化党建引领师德师风。切实

把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意识形态工

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等工作

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教

师先锋模范作用。

建立长效机制，纲举目张规范师德师风。坚持

问题导向，新出台《县城学校教师遴选办法》《学校

中层干部管理办法》，分别规定“师德考核优秀等次

者方可报名参加遴选”“新选任的学校中层干部师

德考核等次必须为优秀”等。

逗硬评议考核，公示公开监督师德师风。每学

期末通过学生测评、家长测评、个人自评、教师互

评、行风监督员和学校领导点评等方式，对师德师

风考核测评一次，评议等次在学校公示公开，与教

师年度考核、年度目标绩效奖、职称评定、评优评

先、教师调动等硬挂钩。

选树标杆榜样，关心关爱激励师德师风。今年

拟评选“苍溪好老师”50名、“师德标兵”100名，将先

进事迹编印成册发至全县教师，举行先进事迹巡回

报告会。研究制定优秀教师职称评定、岗位晋升、

提拔任用破格办法。

严肃执纪问责，铁腕整治促进师德师风。加大

师德师风在学校年度目标考核中的权重，凡发生师

德师风失范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校年度目标考

核降等。对违反师德师风的教师，以零容忍的态

度，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查处。

坚持真抓实干，干事创业检验师德师风。着力

抓好安全稳定工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深化教育

改革，持续加强“五项”管理、推进“双减双规范”落地；

做好布局调整“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教育重点项

目建设，破解县城入学难、择校热。

彭山区二小
推行“无作业社团活动日”

本报讯（姜亚莉）为进一步落实“双减”，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成长，眉山市彭山区二小从

本学期起，推行“周三无作业日”，即每周三，所有年

级所有学科均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在当天下午

的延时服务时段，开展全校学生参加的社团活动，

引导兴趣培养，增强童年乐趣。

“无作业社团活动日”即把平时零散的课外活

动时间集中在周三下午课后服务时段，全员开展社

团活动，让孩子们学得开心，玩得尽兴。

在“无作业社团活动日”，学生不仅可以在学校

课后服务时参加社团活动，回家后还没有任何书面

作业，而是开展“四个一”活动：一段家庭阅读，一项

家务劳动，一次亲情聊天，一小时健身活动。

截至目前，学校在周三集中开展 41 个社团活

动，既有本校教师，也有外聘师资。每一个社团都

有学习任务和效果评估，并将在“六一”儿童节开展

社团成果汇报。

在忐忑与憧憬中
——考研初试放榜后学生状态素描

■ 实习生 赵欣婕

距离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放榜已过去一段时间，国家线预计在3月中旬公

布，紧随其后的是复试、调剂……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各高校“研友群”里，各种未经证实的

“小道消息”、猜测与对比迎面而来：去年算得上很高分数的今年也许刚够得到国家线；教育

机构、学长学姐们根据往届经验划出的“分数友好学校”在今年轮番失灵……一时间，除了偃

旗息鼓的人在收拾心情、保持沉默，线上线下弥漫着能否考研成功的焦虑与憧憬。

反哺家乡 青春绽放
——西南医科大学学生寒假返乡社会实践小记

■ 杨娜

“剪”出教育春景

图为西南科技大学学生备战考研。（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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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毕业生就业创业
支持毕业生多渠道灵活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1000 万人，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

务。

针对目前社会就业总量压力加大、就业结构性

矛盾凸显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工商学院执

行院长李孝轩建议，大力拓宽就业渠道、加大中央

就业经费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投入和支持力

度。

李孝轩建议，加强与高校间的联动，实现优质

企业岗位资源多渠道共享。适当扩大全口径事业单

位招聘，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城乡社区等基层

就业；推动国有企业适当扩大招聘；用好减税降费、

金融支持、援企稳岗等政策，激励中小微企业吸纳

更多毕业生就业，支持毕业生多渠道灵活就业。同

时，加大中央就业经费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投

入和支持力度，例如扩大面向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创

业补贴发放范围，设立专项经费，专门激励、支持教

育系统更好履行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职能等。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理工大学校长杜惠平建

议，要注重整合各类人才资源，服务农村电商。要提

供创业担保贷款和优惠政策，让符合条件的高校毕

业生、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及其他专业人才，进

入电商及相关领域开展创业就业或从事第二职业；

鼓励各级各类学校针对性地设立劳动教育基地和

实习实训实践基地，建设农村电商教育教学团队和

课程资源，持续培育农村电商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

吴碧霞认为，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大的形势下，要帮

助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毕业生就业，这关系到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她建议完善政策制度，激励带动更

多企业优先录用、按比例招录、提供实习或定向培

养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吴碧霞建议，将就业精准帮扶的重点进一步聚

焦到地方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学生群体，加强监督

监测；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简化操作流程，通

过税费减免、经费补贴、表彰先进、加强宣传等机

制，激励带动更多企业优先录用、按比例招录、提供

实习或定向培养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