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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的“课堂革命”

西部力量社科界的
《川大为什么能？》系列报道

考前突击在川大已成“过眼云烟”

的何颖，以宅男自居，热爱
游戏、动漫，喜欢看玄幻小
说、听音乐。漫宅外表背

后，隐藏的是异于常人的执着。
西南石油大学本科四年，何颖沉迷

游戏，可以足不出户连续玩两个月，结果
挂科8门，绩点只有1.08；大三幡然醒悟，
戒掉游戏，恶补绩点的同时准备考研；复
习期间，他两次提高目标，最终定位北
大。经过 9 个月的努力，他终于收到北
京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的拟录
取通知书。

神话般逆袭之后，何颖并没有狂
喜。如果说此前的目标是一所好大学，
一枚就业的筹码，现在他已经彻底爱上
自己的专业，开始规划未来的学术之路。

“我想在计算机领域做出自己的贡
献。”何颖说。

挂科8门
面临降级危机

2014年9月，何颖第一次离开父母
的视线，考入西南石油大学读书。跟预
想一样，大学生活轻松、自由，掌握课程
的“规律”后，自由更加肆无忌惮。从紧
张的第一次逃课，到毫无顾虑地放弃所

有公选课，直到最后，窝在宿舍打游戏成
为生活的全部。

“从早上睁眼打到寝室熄灯，两个月
不出门，吃饭全靠外卖。”废寝忘食，用在
他身上一点都不夸张。头发长过耳朵，
他也毫不察觉，要靠室友提醒才去剪，

“打游戏特别投入，越打越开心”。
大学前两年，何颖没有参加过任何

社团活动，连班级聚餐都很少参加。过
度沉迷游戏，必然无暇顾及学业，结果是
挂了高数、物理等8门课，平均绩点只有
1.08，“这个成绩是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
证的，还有降级的危险。”

幡然醒悟
大三一年提高绩点

浑浑噩噩中，大三开始了。看到学
长们陆续找工作，拿着简历在各种招聘
会奔波，何颖开始反省，“我的简历上能
写点什么，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思想开始觉悟，行动立刻有转变。
大三开始，他就卸载了电脑上所有游戏，
手机上也只留下音乐和新闻程序。

因为要重修8门课，他每天穿梭在
不同的教室间，“有时课程重复，我就跟
老师说好这门上第一节，另一门上第二

节，落下的回去再补。”
满满的课程，让何颖无暇玩游戏，但

心中仍有惦念。周末时，他有时也会到
在成都上班的哥哥那里“过过瘾”。有一
次，他打游戏到凌晨三点，撞上拖着疲惫
身体下班回家的哥哥，兄弟俩开始了一
番推心置腹的长谈。“哥哥也没刻意劝
我，就说自己工作后才后悔没有学好专
业知识，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回到
学校，何颖更专注投入学习。大三一年，
他每门课的成绩都在85分以上，平均绩
点也提高到2.68。

决定考研
封闭复习9个月

“以我当时的实力不可能找到满意
的工作，但刚刚补齐的专业知识，正好可
以用于研究生考试，考研也能给我时间
提升实践水平。”下定决心考研后，何颖
搬进学校附近的出租屋。“我不喜欢在图
书馆看书，本来考研复习就是一件很枯
燥的事，我在图书馆感觉连呼吸都得小
心翼翼，太压抑了。”

和大多数准备考研的学生不同，何
颖没有严苛的计划，尤其不会规定自己
每天一定要看完多少页书，复习多少知

识点，“我状态好就学，困了倒头就睡，绝
不会硬撑。”虽然随性，他依然每天保持
8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而且状态越来
越好。

令人惊叹的是，复习期间他曾两次
提高目标。最初，何颖把目标定到电子
科大；三个月后，他发现自己的复习效
果远好于共同备考的人，就将目标提升
到上海交通大学；又过了三个月，在正
式填志愿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有望考上
北大。

每次改变目标，就要更换一套复习
资料，等于从头再来一遍。“当时房间桌
子上、窗台上、地上都是书，睡觉时都会
被书硌到。”整整9个月，他吃饭全靠外
卖，几乎足不出户。有那么三四次，实在
压力太大，他就看一整天动漫，调节心
态。

最终，何颖以全国第11名的成绩进
入复试，是进入复试的90多名学生中，
唯一一个本科毕业于非985、211学校的
学生。今年3月中旬，何颖走进北大研
究生复试考场。看到“挂科8门、没获得
过任何奖项”的履历，老师们惊呆了，直
言“第一次看到绩点这么低的学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实习记者 钟晓璐

1985年7月，从兰州大学气象学专
业毕业后，张喜长进入乐山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工作，此后33年，时光将他从志气飞
扬的年轻小伙，打磨成沉稳内敛的中年骨
干，但他始终没离开环境监测一线。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保证及时监
测、数据准确，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
撑，或者决策参考。”如张喜长所说，在乐
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他一直从事环境
监测及技术管理工作。他对监测过程中
的方法选取、点位优化及布置、质量保
证、数据处理及综合分析评价，进行全程

把关，“在每年全省21市（州）环境监测
数据编报评比中，乐山站均名列前茅。”
对此，他充满自豪。

作为教授级高工，这位坚守在一线
的技术人才很多时候都要做“吃螃蟹”的
人。他参与组织了乐山市第一届环境监
测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作为其中主要
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到了比赛方案的
策划、设计、制定、场地的选取中，编制并
审定了大比武的所有技术材料。

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时，
除参与组织乐山市普查员的业务培训并

担任工业源部分的授课外，张喜长在星
期天、节假日等休息时间审查、复核各地
上报的数据，不论何时，只要发现问题就
立即与当地普查员沟通。

“到了普查数据审核的关键时期，我
和全市普查员集中封闭一星期，逐一审
查每份排普查表，探讨、复核每个异常数
据，确保高质量通过国家验收。”张喜长
回忆说。

事实上，环境监测经常遇到恶劣天
气，以及到地质脆弱的地方去，“但这些
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33年，张喜长的

脚步跋涉到了乐山的每一处，他组织、执
笔完成《乐山市环境监测点位（断面）调
整调查报告》，对全市环境监测点位（断
面）优化、调整提出了实施意见，报省环
保厅批准后实施。他还指导县（市、区）
完成了各自监测点位（断面）的优化、调
整。

“环境越来越好，绿水青山越来越
多，我们的工作也就有了意义。”今年，张
喜长被评为全省“最美基层环保人”，于
他而言，生态梦前，脚步不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连续两天，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以“社科界的西部力
量”为主题，从学校重视人

才、珍惜人才、培养人才等多个角度
解答了“川大为什么能？”

很多专家学者在接受采访时提
到，“社科基金立项排名全国第一”是
川大厚积薄发的体现，近年来，川大
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研等
方面全面开花，这也正好诠释了川大
“为什么能”。

一堂跨界课
受到教育部部长点赞

6月20日下午，四川大学江安校
区的智慧型教室。

一堂《学术英语》与《细胞生物学》
的“跨界”课，吸引了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与传统的课堂不一样，教室的格
局一点也不“循规蹈矩”，20多名大二
学生被分为4个小组，老师在课堂上
只是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而同学
们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分析，讨论，
课堂的氛围十分热烈。一堂课结束之
后，陈宝生部长给师生们点赞：“你们
的课堂非常精彩！”

其实，这样的课堂是四川大学“探
究式-小班化”教学的一个缩影。 这
堂课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老师张露露和
生物学院老师杨军的合作，课前，张露
露将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关于

“雾霾形成”的文章交给同学，让同学
们提前查阅资料，并且提出问题在课
堂上进行小组讨论。课堂讨论程度之
热烈，让来自全国不同高校的校长们
十分惊叹：川大的课堂可以上得如此
活泼。

据了解，张露露为大二学生开设
了一门《学术英语写作》，所涉及的素
材大都来自《自然》、《科学》这类世界
顶级学术杂志。“学习学术英语，最重
要的就是运用，学生不能纸上谈兵，
要结合最前沿的学术，让学生学会思
考、辩论。”所以，在张露露的课堂上，
经常邀请其他专业的老师与她“同台
献技”，英语与物理的跨界、英语与人
工智能的跨界、英语与生物工程的跨
界……

耗资两亿元
打造多功能智慧教室

这样的学习，老师需要掌握不同

领域的前沿技术；学生也需要用大量
的时间查阅资料。“差不多有六成的功
力花在课堂之前，如果没有充分准备，
课堂上简直无话可说。”一位学生说。

在这样模式下的学习，成效非常
显著。有的学生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
侃侃而谈，有的学生作为中国唯一学
生代表出席全球气候大会。

6月20日，来自全国几百所高校
的校长和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教委）
的领导参观了四川大学的“小班化教

学”，充满科技色彩的教室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川大耗资2亿元实行“教室革
命”，打造了多视窗互动教室、灵活多
变组合教室、移动网络互动教室等类
型的智慧教室超过400间，达到教室
总数的80%以上。这样的格局，让学
习变成了“启发式讲授、互动式交流和
探究式讨论。”

川大为什么如此重视本科教学？
6月20日下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全
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校长李言荣
院士给出了答案：“人才培养尤其是本
科人才培养，是学校师资队伍、科学研
究、学科层次和国际化程度等实力的
集中体现，是最能映射一所大学办学
水平和治校能力的。”

让背书就能考高分
在川大成为“尘封记忆”

在川大，探究式-小班化教学已经
成为常态，学校有超过9000门课程采
用了这样的教学方式。校长李言荣院
士说：“我们要让学生真正把头抬起
来、坐到前排来、提出问题来。”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本科教育工
作会上说：“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
格局应该改变了。实际上，川大学生
的学习并不“快乐”。从几年前开始，
学校就实行“非标准答案考试全覆

盖”，老师的命题大都是开放式的，几
乎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看重的是学生
的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运用问题的
能力，就算把课本交给一个从不听课
的学生，他也不可能从教材中找到答
案。”一位物理学院的老师说。

“我们加大了过程考核成绩的比
重，把期末考试成绩权重降低到不超
过50%，平时成绩的分布在6次以上，
100%课程都实现了全过程考试，让期
末考前突击在川大成为‘过眼云烟’。”
校长李言荣院士说，“本科教育是大学
安身立命的根和本，培养一流人才是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使命。学校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秉持精英教育、个
性化教育和全面发展教育相结合的人
才培养理念，不断出实招硬招，不断加
大经费投入，让本科教育真正落地生
根。”他提到，要实现课堂革命，就必须
要有全身心投入的高水平教师。连续
几年，川大设立了“卓越教学奖”等，特
等奖获得者可以获得100万元奖金。

“我们就是要鼓励全身心投入一线教
学的老师，重奖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的
老师、重奖课堂内外与学生交流互动
的优秀典型老师，使一线教师有强烈
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寰
图由四川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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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1℃

25-32℃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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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66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内江、遂宁、雅安、
南充、巴中、绵阳、广安、泸州、西昌、
宜宾
良：达州、资阳、乐山、广元、德阳、自
贡、攀枝花、眉山

2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70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
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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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72期开奖结果：05、12、17、24、26、
01、02，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1000万
元。一等奖追加1注，每注奖金600
万元；二等奖61注，每注奖金166210
元。二等奖追加 37 注，每注奖金
99726 元；三等奖 591 注，每注奖金
7170元。三等奖追加265注，每注奖
金 4302 元。（59.81 亿元滚入下期奖
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67期
开奖结果：132 直选：3435（205）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
金346元；组选6：9573（552）注，每注
奖金173元。（1107.7万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67期
开奖结果：13274 一等奖：15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51亿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8080期：1110032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
18078期：33101133101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最美基层环保人”张喜长：

33年坚守从未离开环境监测一线

一度沉迷游戏 两年挂科8门

“学渣”逆袭考上北大研究生
22岁

川大的小班化教学课堂。

川大校长李言荣院士。

张
喜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