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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对于一间高校的实验室来说，其
“标配”应该是什么？

精密的仪器、成排的电脑、不断
走动的“白大褂”，还有一张张严肃认
真的脸……

但是，如果在实验室的角落里放
上各类书籍，再在实验室门口写上一
个取自国学古籍的“斋号”，您会不会
觉得这样的实验室有点“特别”？

在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实验教学中心 （以下简称实验教
学中心），这样“特别”的实验室已经
存在了多年，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进
出出，对此也早已习惯。但也正是在
这样平淡的“习以为常”中，一场国
内高校对实验室文化内涵的探索正
在展开。理工派十足的实验室，成了
打造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

实验室里的“文化驿站”

在常人眼中，高校理工科师生只
会泡实验室、写论文，对社会人文知
之甚少，甚至漠不关心，但实验教学
中心的老师们，却愣是在理工科实验
室里刮起了一阵“文化风”，让实验室
里充满了文化味儿。

比如，在实验教学中心的环境监
测实验室里就有这样一个图书角，

这里的书籍，既有《实验室研究与探
索》之类的专业书，也有《英汉大辞
典》之类的工具书，除此之外，还包
括《道德经》《史记》《毛笔书法教程》
……各种书籍加在一起，足有 1000
多册。

作为实验教学中心老师们自己
建的一个“文化驿站”，图书角的这些
书，有不少都是老师们从自己家里带
来的，也有不少是他们从旧书摊上淘
来的。有了这样一个“驿站”，来做实
验的师生便可以在此小憩，读上一本
书，在繁忙的实验间隙，领略一份文
化的魅力。

紧挨着图书角的是一面照片墙，
墙上挂着三十余幅照片。照片上，教
师循循善诱，学生求知若渴。

“镜头捕捉的都是师生实验课
上的瞬间，这也是我们日常实验课
堂的真实再现。”在采访中，实验教
学中心副主任洪波介绍说，每年 6
月，实验室都会在全校范围内举办
一次“发现实验之美”视觉作品征集
活动，这些照片就是该项活动的获
奖作品。

文化氛围中体验科研之乐

环境监测实验室只是实验教学
中心在实验室人文建设工作中的一
个具体事例。

据介绍，目前实验教学中心所辖
共有 6 个实验室。结合专业特点和人
才培养目标，中心针对各实验室不同
的专业特色，从国学寓意角度进行解
读，量身定做了个性十足的“国学名
片”，以彰显科学精神与人文素质培
养并重的文化氛围。比如，综合设计
与创新训练实验室主要负责本院学
生和选修本院课程的其他学院本科
生在专业技能与创新思维方面的训
练与养成，所以它的国学名片便是

“问道”。
“‘道’，出自《庄子·齐物论》，有

路径规律之意。问道，即运用创造性
思维及方法，将已有专业知识融会贯
通、思悟创变，探求问题解决途径，实
现知识迁移转化。这个名字的寓意与
实验室的功用有暗合之妙。”实验教
学中心教师王秀海便是实验室“斋
号”的“取名人”，他和同事利用业余
时间，前后忙活了一个多月，才完成
这个任务。

王秀海所在的是岩土环境工程

实验室，这间实验室被命名为“开
物”，环境微生物实验室被命名为

“见微”，分析检测仪器实验室则被
命名为“敏辨”……如今，这些国学
名片已经配着优美的书法字体制成
名牌，悬挂在了实验室的专业名称
名牌旁。

除此之外，在每年的不同月份，
实验教学中心还会举办不同主题的
文化活动。其中的一些活动也已然成
为品牌，并在校内产生了一定影响
力。同时，他们还争取学校和学院支
持，办起了教职工硬笔字和毛笔字书
法班，聘请校内外书法老师为教职工
免费授课，修习书法，许多本科生和
研究生书法爱好者也慕名前来“蹭
课”。几年下来，参加书法班的师生学
员达千余人次。

“我们搞好实验室文化建设，就
是要让科学研究与传统文化水乳交
融，相得益彰，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浓
郁的文化氛围中体会科学研究之乐，
在科学研究中领略优秀文化之美。”
洪波说。

育人理念注重绿色环保

在实验教学中心的入口处，贴有
4 个标志，分别是“实验教学中心”“环
境监测实验室”“学生创新训练活动
室”“实验教学建设成果展室”。这也
表明这个不大的教学中心，其实“功
能多样”。

“我们这里既可作为教学科研和
学生创新训练使用，又可展示实验室
建设成果，还能办公，既能用又能看，
一举多得。”洪波说。

走进成果展室，最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三组展柜，摆放着环境监测仪
器、海洋仪器和典藏环境样本。王秀
海说，这些设备摆放在展柜里，就是
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形象地了解现代
仪器技术。展柜里的仪器取出即可直
接为教学科研服务。

“你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在展
柜里，看不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在科
研教学的应用中。”王秀海说着，随手
拿起一台 SLC9-2 直读式海流计，那
是青岛海洋大学海洋仪器厂 1997 年
8 月出厂的设备，表面已掉漆，但由于
用得仔细、保养得法，还能用。

除了专业实验室外，实验教学中
心还有一间百余平米的大房间，能同
时容纳 100 多名学生上课，这是本科

生专业技能训练中心。
与专业实验室不同，这里的仪器

和设备看上去有些破旧。“可别小看
了这些设备，在我们手里可是个宝。”
实验教学中心教师张民生指着身边
一台汽车发动机说，比如它就已经来
到这里快 7 年了。

原来，2012 年，为了充实本科生
专业技能拓展训练课，老师们自筹
5000 元钱买了一辆报废普桑轿车，拆
下了发动机。将报废车剩余部分以
2000 元的价格卖给了汽修厂。就是用
这台 3000 元钱买来的发动机，他们
开发设计了汽车环保技术与汽车文
化等训练项目。他们还从学校相关部
门那里淘来了“退役”的大型分析测
试仪器、海洋外业仪器，帮学生们学
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

除了老师们之外，学生们也会利
用课上学到的知识，自制一些小仪
器。“电脑的拆装很有用，调试过程很
有趣。这门课实实在在地锻炼了我的
动手实践能力，我很喜欢它。”选修这
门课的大气科学专业 2015 级孔钧昊
兴奋地说。

这种少花钱多办事、注重节能环
保的育人理念，也让“本科生专业技
能拓展训练”这门课的课后衍生效应
变得十分显著。截至目前，这门课已
经连续开课 10 年，累计选课学生近
900 名，成为热门选修课。曾经选修这
门课的本科生刁婧婕在实验心得中
写道：“大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很重
要，仅学会课本知识是不够的，要懂
得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解决问
题。很感谢这门有价值有意义的好
课，使我受益匪浅。”

近年来，实验教学中心依托该课
程，成功探索了学生“三个能力”分级
培养、“六段式”进阶训练的教学模
式，并培育了以所在学院学生领衔的
3 个跨院系创新团队。结课后，这些团
队成功开展了多种实践创新活动，先
后获得三个国家级、省级竞赛奖项和
十余项成果。

“实验室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在实验室建
设与管理中的具体体现。搞好实验
室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实验室教学、
科研和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
是坚持立德树人、实现‘三全育人’
的有效途径。”实验教学中心所在的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陈文
收表示。

这里的实验室，挺有“文化范儿”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文化育人侧记
姻本报记者廖洋 通讯员金松

在苏州，素有“东吴大学
多才子，景海女师多佳人”的
说法。如今，这两座学校的旧
址多在苏州大学的校园里。

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
的地标建筑是一座漂亮的西
式红楼，门楣上镌刻一行英
文 “THE LAURA HAY-
GOOD MEMORIAL 1903”，
它就是景海女师旧址，门窗
均是拱形，外观质朴，主体结
构基本完好。校园树木葱茏，
环境幽美清新，吴门胜地的
翰墨书香在这绿茵如盖、树
影婆娑的校园中仿佛触手可
及。站在红楼的草坪前，恍惚
间短发蓝衫、青衣布鞋的女
生向我们慢慢走来，或拿着
网球拍，或漫步在林荫小道，
这恐怕是当年最浪漫的女校
景观了。

景海女师的前身是创办
于 1902 年的景海女塾，地点
就在东吴大学的北边，仅一
街之隔。之所以叫做景海女
塾，乃是景仰海淑德之意。

海淑德是美国南方妇女
监理会的女传教士。1865 年，
她毕业于世界上第一所有权
向妇女授予学位的学院———
威斯理安学院。1884 年初，海
淑德来到上海，并在 1892 年
担任了上海中西女塾的首任
校长。1900 年，海淑德在上海
去世，景海女塾的开办就是
为了纪念她。

景海女塾第一任校长由
美国监理会传教士贝厚德出
任，办学宗旨是对中国上等
社会的女子进行基督化教
育。学校分初、高中，课程除
国文课外，全部用英文课本
和美国式的教学方法。学校
虽然收费昂贵，但许多中产
阶级以上的家庭仍以能将自
己的女儿送进景海为荣。

1917 年 9 月，景海女塾
正式改名为苏州景海女子师
范学校。为吸收更多的青年
女子入学，学校降低学膳费，
各科都改用中文讲授。景海女师共设音乐师
范科、高中师范科、幼稚师范科三个科，并附设
幼稚园，以后又增设日间托儿所。1927 年，国
民政府规定，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校长
要由中国人担任。于是，中国人江贵云成了学
校的首位华人校长。

当时，于景海女师任教的老师既有中国
人，也有外国人。外国教师来华之前，必须先
到美国南方的斯卡拉特大学接受一到两年
的基督教特别培训。到中国后，他们还须在
老传教士的监督和带领下，学习中国话，并
接受做传教士的一套培训。中国老师则基本
都是国学造诣比较深厚、有名望的人士。如
近代章回体小说家程瞻庐就长期在景海女
师任教；侦探小说家程小青被聘为景海女师
国文教员；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吴弱男，
也在景海女师任英文教员……他们培养了
大批信仰基督的名媛淑女，其中的许多人后
来又陆续接受了大学教育或出国留学，成为
社会栋梁。

在景海女师的毕业生中，包括了首位在
《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女性作家薛琪瑛、国
内首位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翻译了《荒原》

《哈依瓦萨之歌》《黛茜·密勒》《草叶集》等作
品的女翻译家赵萝蕤，以及幼儿教育专家赵
寄石等。

如今，景海女师早已不复存在，但学校
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并继续使用。当年学校
的女子校舍现名为“崇远楼”，礼堂现名为

“敬贤堂”。
说起景海女师的建筑，就不得不提到我国

近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中国人自创事务所之
一———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1931 年，该事
务所创始人赵深在上海自设建筑师事务所，次
年，陈植从东北到沪加入，名为赵深陈植建筑
师事务所。1933 年 1 月童寯加入，改名华盖建
筑师事务所。三人都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正是他们设计了景海女
师的建筑。

2004 年，景海女师旧址被列为苏州市第
五批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 年后，一直
研究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历史的美国路易
维尔大学教授赖德霖，在互联网上看到苏州城
建档案馆的馆藏中，有 1936 年上海华盖建筑
师事务所设计的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建筑
图纸时，千里迢迢赶到苏州城建档案馆，请求
查阅图纸原件，当馆内工作人员将图纸放在他
面前时，他戴上了一副白手套，恭恭敬敬地面
对图纸，一张一张地翻看。此时，赖教授翻阅
的不仅是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建筑设计
图，也是这些珍贵历史档案反映出的中国近代
建筑发展史的灿烂一页。

（本文根据苏州大学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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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专业技能训练中心上课

北京工业大学开始招研究生虽
然是在 1978 年，但早在一年前，学校
已经让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当
时，我心里没底儿，这一年我也非常
紧张，觉得负担很重。

编一部教材

1977 年到 1978 年，我刻苦地准备
了一年。其间，我从来没有周末和假
期，所有时间全投入到准备这件事情
上。经常是家里人在外屋看电视，我在
里屋看书。因为“文革”期间，我没再接
触过机械学领域的国内外发展情况，
连一些资料和论文都找不到，所以我
要把这些年，国外研究情况摸一个大
概。否则，连我都不清楚这个学科研究
进展到什么程度，我的学生又能研究
什么呢？

所幸我们是在北京，有北京图书
馆和情报所。近十年世界上新的资
料，这两个单位都有。所以，我首先集
中精力，对这门学科十年之内的研究
状况，做到了心中有数。此外，我还需
要做一件事———我想把学生培养成
该领域的专家，但他们怎么才能得到
知识呢？

所以，我需要编一部研究生的学
科教材。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对那些基
础性、重要的知识进行了整理，并完
成了一本《高等机构学》的研究生基
本教材（讲义），这本书对我们日后的
研究生培养起了很大作用。因为研究

生刚入学时，对这个学科并不了解。
入学后，他们除了学习高等数学、英
语、政治课外，只有通过这门课程，才
能进入专业领域。此后，才能让学生
选一个专门方向，并浏览国内外相关
文献。在此基础上，他们再去研究某
个方向或课题。这就是我的设想。

做一个选择

1978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正式开
始，我所在的学科在研究生阶段被称
为机械学。那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只
有两所学校招收该学科的研究生，一
个是北京工业大学，另一个是东北轻
工业学院。因此，我们算是占尽了天
时、地利的优势。毕竟相较于东北，学
生更愿意来到北京。所以虽然我只要
三名学生，报名人数却有 30 个人，无
疑，这些人都非常优秀。

当时，我完全按照分数高低，选
择了其中的三名学生。此后的授课过
程，我觉得非常轻松，丝毫不觉得有
负担。因为他们一听就懂，掌握相关
知识后，他们也能研究得很深、钻研
得很透。

经过几年的培养，三名学生临近毕
业。答辩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当时北
工大已经有了机制专业的硕士授予权，
但还没有机械学专业的授权。对此，一
般的做法是让学生在机制专业答辩，取
得硕士学位即可。但我觉得不行，因为
这三个学生都非常优秀，如果让他们作
为机制专业的研究生答辩，未来就有可

能得不到同行的重视。
于是，我想选择第二条路，即通

过答辩，将他们推荐给同行。当时，
北航已经有了相关的硕士授予权，
于是我便与北航联系，让学生到北
航答辩。

对此，北航非常认真，花很大的
精力组织答辩。答辩委员会的委员都
是本学科的知名专家。答辩结束后，
答辩委员会总的印象是三名学生非
常优秀。当时，答辩委员会的主席甚
至认为，这三篇硕士生论文在某些方
面已经接近博士论文水平。

最终，这三名学生在北工大顺利
毕业后，全部到北航攻读博士学位。
以至于北航老校长沈元同志有一次
在北航看到我时，还对我说：“谢谢你
呀，你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好的学生。”

补一个断层

我的第一届学生便已经在国外
期刊发表了文章，这也受到国内同行
的普遍关注。所以下一步，我们就要
申报博士点了。

此前，我其实并没有要报博士点
的计划，但现在，我们培养的硕士生
已经接近了博士水平，再努点力不就
上去了吗？于是，我便申请了国家第
三批的博士点。申请成功后，我将自
己培养的博士一个一个地留下来，并
由此形成了梯队。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还是基于当
时科技人才断层明显的时代背景。那

时候，科技战线上有一批像我这样五
六十岁的学科带头人。此外，便是想
努力从事研究的博士，一般只有 30
多岁。两者间如此大的年龄差距是不
合适的。当时，这个断层是迫切需要
解决的。其解决之道，就是让年轻人
快速成长起来。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
愿望———采取一切措施，让年轻人快
速成长。

比如，当时出国开会的机会很
少，但我的两个硕士生都出国开过
会。我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我觉得，自
己这个年岁出去不出去差别不大，但
对学生来说，这却是很好的机会。

即使是国内会议，我也尽量让
学生参会，为的便是让他们早些和
相关学科的专家、科研队伍接触，使
他们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各方面
的信息都能尽快获得。另外，如果有
什么奖励和好机会，我也尽一切力
量推荐他们。因为我选择的都是非
常优秀、有志气的学生，只要给他们
机遇，他们就能更快地成长，早日弥
合人才的断层。

（本文由本报记者陈彬，通讯员
张彩会、李娟整理） 景海女师学生在跳水手舞

编者按

1978 年，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是改天换地的一年，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我国恢复了本科和研究生考试录取
制度。很多学校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这其中，就包括了北京工业大学。

当年，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学科创始人白师贤已经年过五旬。作为该校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他亲历了这段重要
的历史时刻。从他的回忆和讲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起步阶段，为了尽快解决学科人才队伍断层的
问题，当时的高校教师付出了怎样的辛苦，又收获了何等的欣慰。

“竭尽全力，让年轻人快速成长”
———北工大老教师口述首批硕士研究生培养实录
姻白师贤

在常人眼中，高
校理工科师生只会泡
实验室、写论文，对社
会人文知之甚少，甚
至漠不关心，但实验
教学中心的老师们，
却愣是在理工科实验
室里刮起了一阵“文
化风”，让实验室里充
满了文化味儿。

我首先集中精
力，对这门学科十年
之内的研究状况，做
到了心中有数。此
外，我还需要做一件
事———我想把学生
培养成该领域的专
家，但他们怎么才能
得到知识呢？

白师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