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

□本报记者 汪 恒

“错过了赶回学校参加毕业典

礼，好在还有线上直播。”最近，杭州

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毕业生王怀天怀

着激动的心情在屏幕前参加了毕业

典礼，在互动区她留言道：“感谢师

大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我们带来

属于自己的毕业时刻。见屏如面，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校对我们的

祝福和关爱。”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缺少了毕

业典礼等一系列毕业环节的大学生

活是不完整的。由于疫情，今年高

校的毕业活动都被迫打了不少“折

扣”，但我省各高校仍努力突破诸多

不便，精心筹备意义深远的毕业典

礼，用心上好学生离校前“最后一

课”，减少毕业季缺憾，让毕业生们

带上母校和师长的希冀，更好地踏

上新征程。

典礼虽从简，情意厚重紧扣当下
“因为疫情，我们无法像往年一

样跟每一名同学当面一一告别，今

天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举行别开生面的毕业典礼。形式虽

然简单，但是情意依然厚重。”前不

久，在浙江万里学院的毕业典礼现

场，校长应敏这样开场。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高校在

今年毕业典礼的筹划上不得不作

出调整。比如宁波大学就把毕业

典礼放在校内两块场地同步举行，

既控制了人数规模，又尽可能让所

有已返校的毕业生都能现场感受

典礼氛围。

为了让不能返校的学生和各位

家长也能参与到毕业典礼中，线上

直播几乎成了今年毕业典礼的“标

配”。虽然相隔屏幕，校方还是进行

了细致的考虑。万里学院的毕业典

礼现场尽管只来了114名毕业班学

生代表，但是他们手持毕业证书与

校长合影的时候，同班级每名学生

的照片也同时出现在大屏幕上。活

动最后，参加毕业典礼的校领导还

会站立目送所有毕业生代表一一离

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

云端毕业典礼上，2772名毕业生的

名字和照片一一从屏幕上滑过。浙

大城市学院则对今年没有在现场参

加毕业典礼的毕业生“隔空喊话”，

以后任何一年都欢迎他们回校参加

相关毕业活动。

结合当下的特殊背景，校长们

的毕业致辞中也增加了不少“疫情”

元素。宁大校长沈满洪以“化危为

机显身手”为主题，呼吁学生们以科

学精神理清危机发生的本质，以信

仰力量增强战胜危机的信心，以浑

身解数提升化危为机的能力。温州

商学院校长李扬告诉毕业生，要学

会与中国经济常态相处，学会与抗

“疫”常态化相处，重新观察社会、重

新思考人生、重新认知世界，成为跟

上形势、引领发展的先行者。“面对

更大的挑战，大家需要的是信心、见

识、勇气和行动，在危机中找新机，

在变局中开新局。”浙大城院校长罗

卫东说。

今年的高校毕业典礼上，还有

一些特殊的校友现身。杭州医学院

护理专业校友、浙江援鄂医疗队成

员朱娜通过视频发声，希望学弟学

妹们坚守自己的初心，担当起生命

与健康的守护者，守望好每一个生

命。浙大城院的毕业典礼现场，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护士、

去年毕业的校友余赛婷分享了自己

奔赴武汉一线的抗“疫”故事，勉励

大家在特殊的时间里，把所有的伤

感和遗憾，都化为前行路上更加坚

毅的勇气。同样，浙江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的校友吴海波也回到母校，

讲述自己作为浙江省公羊公益救援

队队员前往湖北武汉、襄阳、黄冈等

地的抗“疫”经历。

离别虽匆匆，师长叮嘱纸短情长
“今天过后，你们就要结束校园

生活奔赴职场。或喜或悲，都在此

刻画上了句话，同时也划定了一条

新的起跑线……”在空无一人的教

室里，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

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陈荣荣近日

为学院的614名毕业生录完了“最

后一课”。陈荣荣2017年曾经为这

届学生上过“开学第一课”，为了减

少学生的遗憾，他又赶忙录制了毕

业前的“最后一课”。“毕业流程或许

简化了，但仪式感不能减弱。”陈荣

荣说。

今年的毕业季相较往年，显得

更加匆忙，然而教师们还有不少话

想嘱咐给朝夕相处的学生们。浙江

树人学院信息科技学院电子商务专

业的毕业生在学院的毕业仪式上就

收到了来自班主任吕晓敏的特别礼

物——手写明信片。74张明信片共

计1万余字，都根据每名学生的性格

特点、共同经历写就。吕晓敏说：

“明信片承载着我和学生之间独一

无二的回忆和祝福，既是几年师生

情的总结，也是开启未来联系的纽

带。”丽水学院医学与健康学院的毕

业生们难以聚齐，成为今年全校唯

一没能举办院级毕业活动的学院。

辅导员和班主任们便手写了421封

饱含浓情厚谊寄语的明信片，并拍

摄赠言视频。“有些情感和故事，没

有毕业聚餐，都没有机会说出来。

现在我们通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

把祝福和思念带给学生。”发起活动

的辅导员江申表示。

尽管没有热闹的活动，本届毕

业生们也收获了不少特别的毕业

体验。浙江理工大学宿管阿姨沈

林娣发动同事，大家自费准备艾草

等材料，利用休息时间为毕业生们

缝制香包。“因为疫情影响，毕业生

不能搞活动。正好端午节快到了，

我就缝些香包送给他们。”沈林娣

说。香包上还挂有不同的祝福语，

祝愿大家前程似锦。万里学院的毕

业生们则发起“文明离校，旧物利

用”倡议，大家把宿舍里可以再利用

的物品整理出来，清洗消毒，放在公

寓储物间，留给将来入住、有需要的

学生借用。

为了让毕业生顺利走好毕业后

的路，温州大学瓯江学院还组织了

名为“毕业声，朋辈说”的毕业最后

一堂课。校方请来奋斗在各条战线

上的朋辈校友，与大家进行一次线

上交流。他们中有坚守疫情防控一

线的基层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考

取研究生的退伍大学生、女性创业

者等。“当毕业季遇上疫情，我们对

未来的规划确实有点迷茫，但是今

天的这堂课让我大受鼓舞。”电子商

务专业毕业生苏怡敏听完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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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端鸿

日前，科技部、教育部等6部委下发

了《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

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鼓励各类承担科研项目的单

位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并将“双一流”建设高校设置科研

助理岗位及实聘人数作为“双一流”建设

监测指标。

虽然《通知》看似一项疫情应对之

策，其创造就业机会的意图明显，可以为

广大应届本科生和硕士生提供一定数量

的“学士后”“硕士后”工作岗位，但是，其

内在逻辑仍然是进一步探索符合科研项

目内在需要的岗位设置。

近年来，随着各类基金项目规模和

高校科研经费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

多的高校科研人员选择聘用学术助理、

财务助理、实验员、技术员等为科研项

目的开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这有

助于将科研人员从烦琐的事务性工作

中解放出来，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有

价值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提升科研工

作的效能。

《通知》指出，“劳务费”科目及结余

资金均可按照有关规定用于科研助理的

劳务性报酬和社会保险补助等支出。科

研“放管服”改革以来，各类科研项目的

劳务费比例已经大幅提高，甚至部分科

研项目已经不再设置人员费的比例。

然而，不少科研人员却更加愿意将

宝贵的经费资源用于聘用专职科研人

员、博士后等人员，因为他们可以更加

直接地促进学术生产。在聘用行政服

务岗、技术服务岗的时候却显得十分

“小气”。

这一方面反映了科研绩效压力确实

很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少科研人员对

科研助理队伍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

传统的科研工作模式是“个体户+学徒”式的，科研

人员带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完成各项科研任务。随着

高校科技创新模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高校承担了越

来越多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家关键领域核心

技术的任务。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成为高校科研组织

模式发展的内在需要。

也就是说，高校科研组织需要逐渐发展为项目负

责人或首席科学家（PI）、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博

士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行政、财务、实验、技术

等科研助理共同组成的规范科研组织。只有这样，高

校科研组织才能更好地适应承担国际国内重大科研

任务、组织各种协同攻关、科教融合培养高层次人才

的需要。

还有人对《通知》将科研助理队伍规模纳入“双一

流”监测指标感到不太理解，认为这是一种行政意志向

“双一流”评价的泛化。实际上，这一指标不仅是撬动

“双一流”高校通过科研项目吸纳毕业生就业的“杠

杆”，更是科研实力的一种反映。因为科研助理队伍规

模扩大的背后，需要相应科研任务和科研经费作支撑。

一个基层科研组织在考虑招聘科研助理的时候，

一般都是理性和审慎的。只有当一个科研助理岗位

能够为科研组织创造价值，解放科研人员的生产力，

消化更多的存量科研任务，促进科研组织承担更多的

增量科研任务，形成更大的科研资源集聚效应，科研

组织才愿意把“真金白银”拿出来招聘科研助理。所

以，高校很难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动科研组织招

聘科研助理。

从这个角度看，基于科研组织内在需要的科研助

理规模，确实能够成为评判一所大学或科研院所科研

实力的重要观测点。从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组织发展

模式来看，科研经费也有更高的人员费比例，高校科研

组织能自主地做好经费统筹，学术系统中的行政服务

人员与学术人员的比例也普遍比较高。

因此，我国“双一流”高校在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中，

应当把科研助理作为一支重要的学术保障队伍，逐步

形成科研助理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为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的科研能力提升和科研组织发展提供更强有力

的支撑，同时也为推动复工复产和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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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最后一课”：

形式虽简情意浓

专家专家 点

□本报通讯员 李 华

成立仅一个多月的湖州职业技

术学院跨境电商现代学徒制试点班

最近捷报频传：全班80多名学生在

东南亚最大的电商平台Shopee开

起60家店铺，仅用3天就拿下当地

订单，其中20名学生还参与童装公

司的阿里巴巴国际站运营。

这个跨境电商班的“火速”成立

还要追溯到该校最近开展的一次企

业调研。此次疫情对湖州当地的外

贸行业带来了较大冲击。湖职院商贸

与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嵇美华在

企业走访中发现，受疫情影响，外贸

企业普遍出现危机，急需跨境电商

人才。

为解决“企业少订单、缺人才”

的困难，5月18日该校与宁波必创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吴

兴区汇联跨境电商产业园合作，联

合开起跨境电商校企合作试点班。

校方的快速反应给学生创造

了特殊时期的实战锻炼机会，也为

企业补充了跨境电商的“新鲜血

液”。湖职院之所以能够做到随形

势变化快速行动，得益于其在跨境

电商领域强调产教融合所带来的

敏锐嗅觉。

近年来，湖职院顺应产业发展

方向，调整和优化专业发展方向，增

设了跨境电子商务方向，依托产教

融合模式，打造跨境电商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基地，构建起创业教育与

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跨境电商“双

创”人才培养新模式，与政府、行业、

企业打造教育生态共同体，促进跨

境电商职业教育和产业联动发展，

为当地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业务发展

注入活力。

作为新兴领域，探索开发贴近

企业岗位实际、符合跨境电商人才

培养规律的教材资源与教学模式需

求迫在眉睫。该校教师牵头开发了

全国高职院校首部跨境电商系列教

材，建设了国家电子商务教学资源

库“跨境电子商务”课程资源。在教

学中，引入多个跨境电商B2C官方

平台，开办“Wish星青年班”“敦煌

班”“速卖通班”“Shopee班”。这些

班的设立，让学生可以充分体验职

场环境、掌握跨境电商业务知识和

实操技能，全面提升职业素养，未来

的就业通道也由此打开。同时，校

方又携手吴兴区跨境电商孵化园，

围绕人才培养、共建课程、共建实训

基地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据统

计，该校已为社会培养了近1000名

跨境电商专业人员。

此外，针对湖州市中小跨境电

商企业存在人才紧缺、技术薄弱等

难题，湖职院发挥人才资源优势，组

建了跨境电商教师服务团队，成立

跨境电商工作室，选派教师助力开

拓海外市场，打通地方跨境电商发

展的经络。

近一年来，校方通过开展社会

化培训、选派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

邀请企业到学校孵化创业项目等多

种形式，为近百家跨境电商企业提

供培训场地及师资支持，为企业量

身育才，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目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已正

式获批，今年起将独立招生。”湖职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学校将以湖

州获批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为契机，发挥高校人才和智力资源

优势，深化产教融合，共育跨境电商

人才，助力湖州打造全国“两山”转

化+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样板。

湖职院：校企合作共育跨境电商人才

这所学校发起
助学“爱心直播”

本报讯（通讯员 胡扬辉 包筱玲）近日，浙江广厦建设职

业技术大学在直播平台上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爱心直播”。该校

团委书记宋蓉蓉和一名学生现场当起主播，为机电班学生徐海

馨家的滞销杨梅带货。

据了解，此前该校教师在“云结对”走访中发现，徐海馨家是

杨梅种植户，眼下正是杨梅成熟时节，但受疫情影响，杨梅比往

年要难卖，家人为了销路十分发愁。校团委立即向徐海馨了解

详细情况，并联系学校经贸外国语学院电商专业教师。一场爱

心带货的直播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策划。

直播当晚，校长沈兵虎也闻讯来到直播现场为“爱心杨梅”

打call。经过大家的努力，现场共卖掉300多箱杨梅，成交金额

5万多元。徐海馨面对大家的爱心行动感激不已，表示要将这次

直播卖货的一部分所得利润捐献给分院结对支教的春蕾小学，

用于为留守儿童购置学习用品。

校地共建
中国珍珠学院

本报讯（通讯员 陈圣阳）近日，

由诸暨市人民政府和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共同建设的中国珍珠学院

揭牌。

据介绍，该学院面向浙江农林

大学暨阳学院大二、大三在读本科

学生，计划每年招收有志于从事珠

宝产业的学生100名，并开设珍珠

营销、设计、养殖加工、衍生品开发

等方向的产业班。珍珠产业班先期

将设置珍珠产品设计、珍珠产品营

销、珍珠生态养殖等3个方向，此后

将根据实际需求适时开设其他教学

方向。

此外，中国珍珠学院将通过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共建实践实训

平台、引进高层次人才、共建珍珠大

数据中心和珍珠养殖与环境治理中

心等方式，为诸暨珍珠行业解决生

产实践中的问题，助推当地珍珠产

业走向时尚化、生态化和国际化。

近日，温州医科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变身“孕妈妈”的大学生。原来这是该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举办的“感悟恩情，与爱同行”生命教育体验活动。教师们通过情境体验的方式，引导学生感悟
生命的珍贵与脆弱、学会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本报通讯员 戴哲茹 余帅帅 摄）

体验体验““生命之重生命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