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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曾欢欢 向松阳

6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毕
业典礼上，2013级历史学本科生
刘楚莹成了场上第一个泪崩的
人。那个瞬间，她正和同门师兄一
起向学业导师邓洪波教授鞠躬行
谢师礼。

曲折的保研过程， 迟到的录
取通知书， 刘楚莹一度陷入了自
我纠结的情绪。“邓老师就负责把
我这些‘牛角尖’给解开。”在她眼
里， 邓老师不只是她学术的领路
人，更是她值得信赖的长辈，是精
神导师，是她成长路上的“灯塔”。

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留下
了很多这样“有温度” 的师生故
事。

从2009年开始，岳麓书院立
足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汲
取传统书院文化之精华， 实行本
科生导师制。经过8年多的实践和
探索， 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学业导
师、生活导师、班导师、学术兴趣
导师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本科生人
才培养模式。在这一育人模式下，
今年该院本科生升学率近七成。

以人的发展为目的，
把学生放在教育的中心

岳麓书院从2009年第一批
本科生入院， 就开始推行并不断
地补充完善导师制。

“我们在本科生中推行的导
师制，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把学
生放在教育的中心， 紧扣学生成

长需求进行的制度设计。” 岳麓
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说。

在岳麓书院， 大一新生入校
起至少拥有四个导师。 即学业导
师、生活导师、班导师、学术兴趣
导师。学业导师是由教师担任，全
面负责学生的成长辅导。 生活导
师由品学皆优的博士、 硕士生担
任，每人指导三四名本科生，与他
们定期交流，对他们的学习、生活
进行指导。 班导师主要是指导并
参与班级公共事务、文化建设，让
学生对班级有认同感和归宿感，
使班级具有凝聚力。

不同类型的导师互相配合，
为本科生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比如生活导师， 是本科生的师兄
师姐，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2010
级本科生廖玲说：“我的生活导师
是博士生，但他很细心，宿舍生活
要注意的细节， 离开家之后的饮
食习惯， 他都会给建议。”2014级
本科生张海洋对她的生活导师充
满感激，她说：“钟晓华师姐，是老
师，是朋友，更像母亲。”

学业导师，是新生入校后，通
过师生互选的方式确定的。此后，
学生就一直跟随该导师， 直到毕
业。在指导过程中，要求师生之间
电话、 短信、 邮件等保持密切互
动， 每两周还必须有两个小时见
面时间。每次见面，由学生将《学
业导师联系表》交给导师，并向导
师汇报两周以来的学习生活情
况，与导师一起探讨各种问题。最
后导师在《学生导师联系表》上签
字，签字后的《学生导师联系表》
交给书院统一保管， 作为考核导

师制实施情况的依据。
本科生有了专职的学业导师，

其在入学辅导、 专业认知、 修课指
导、生涯发展规划、学术训练等各个
关键环节上， 都能够及时得到导师
们的专门指导。 导师也有机会与学
生充分交流，在了解学生个性特点、
兴趣爱好、能力倾向的基础之上，利
用不同场合、 不同机会给予有针对
性的指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以成绩优异取得2017年北京
大学保送研究生资格的学生李屹
轩，觉得导师制让他受益匪浅，并称
导师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路标”。
他说：“导师制让我收获了最美好的
大学时光。”

保证师生相处的时间，
全方位育人

古代书院育人追求“求学”与
“求道”的统一。岳麓书院本科生导
师制， 既是对古代书院育人理念的
继承， 也是现代高校全方位育人的
生动实践。

岳麓书院导师制度规定， 各类
导师与同学们交流的频率不低于每
两周一次， 每次交流时间不得少于
一个小时， 如果每年上课时长按照
10个月计算，岳麓书院本科生平均
每年师生交流的时间将不低于80
小时。这样保证了师生相处的时间，
使老师在与学生互动中， 既能关注
知识的传授， 也能兼顾学生品德的
培养， 成为了学生成长路上的“灯
塔”。

蒋明， 今年被保送中山大学读
研。 他的学业导师是岳麓书院院长

肖永明教授。他说:“大学四年，有遗
憾，更多的是感动和惊喜。记得大
二那年，肖老师给我发过一条短信
‘你持之以恒，我拭目以待’，我想这
是所有书院老师对自己学生的一
个寄语，每念及此，我都会感到这
是很好的鞭策和鼓励。”

在肖老师的引导下，蒋明一步
步走向专业历史学科学习的大门。
在为人处世上， 他更是耳濡目染，
以导师为榜样。

“让我很有体会的一点就是肖
老师对他的老师陈谷嘉教授的尊
重和关怀。每次提到老先生时肖老
师的眼里总是充满了敬意；老先生
现在退休在家，肖老师逢年过节就
会去看望他。”

他说，这让他真的体会到了什
么是尊师重道。“大学四年， 肖老师
让我们感悟到很多做人的道理，那
种感悟是铭刻在心底的。”

“你有什么烦恼就尽管来找
我。”导师邓洪波教授的话，刘楚莹
一直记在心里。去年，厦大录取通
知迟迟未来，刘楚莹还以为自己录
不上了。“这时候， 导师跟我说了一
句话，超级暖心。他说，老师这里永
远为你敞开怀抱。”

刘楚莹做好了留书院的准备，
录取通知却在这时候到了。“我以
为邓老师会生气，结果他只说了一
句话，楚莹，恭喜你出嫁了。这句话
让我特别感动。”

有学术探讨、 有情感交流，师
生亦师亦友，朝夕相处，谈学论道，
切磋砥砺———传统书院教育中的
师生关系，让今日的岳麓书院重新
焕发活力。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邱承 陈燕 欧佩

芷江侗乡19岁的学生杨仲林， 今年
高考考出了理科609分的好成绩。然而，
病魔无情， 来不及填写志愿，6月29日中
午，他便带着对人生的无限眷恋走了。

他留下一个遗愿： 捐献自己的眼角
膜和遗体。 这也是他高考后留下的另一
份人生答卷。

杨仲林家住芷江侗族自治县板山
乡， 自幼勤奋好学， 成绩一直很优秀。
2010年秋，正在读小学的杨仲林突然生
了一场大病，辗转到长沙、武汉等地医院
治疗， 被确诊为患罕见的免疫性粒细胞
缺乏症，花去医疗费用30多万元。父母
在板山乡集镇上开了个小店， 赚的钱全
部用于儿子治疗，还借了不少钱。

尽管患病，杨仲林仍没有放弃学习。
治疗期间，他仍带着课本自学。2014年，
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芷江一中励志班。

上高中后， 杨仲林多次到湘雅医院
进行跟踪治疗。治疗中痛苦不堪，但他乐
观坚强，一边输液，一边看书，常常做题
到深夜，医护人员也为之动容。

为治病，杨仲林须服用激素，随之而
来的是身体发胖， 由高一时的瘦小个变
为高三时的胖小伙。

对杨仲林， 老师和同学给予了特殊
的关爱。任课老师常给他个别补习，同学
们在生活上予以帮助， 学校还为他申请

了国家助学金。 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期
间，医院为他免除了部分治疗费用。

对各方面的关怀， 杨仲林心存感
激，期待今后更好地回报社会。“我想报
考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将来做一名医
生， 为病人减轻痛苦！” 多次就医的经
历，让杨仲林对医学充满了浓厚兴趣。

今年高考前两天， 杨仲林开始发
烧。老师们担心他的身体，家人也劝他
放弃考试，但他说：“参加高考是给自己
一个交代，为自己加油，我要用这场考
试检验自己12年学习的效果。”6月7日，
杨仲林带病走进考场。

6月24日，高考成绩公布，杨仲林考出
了609分的高分，这让他欣喜异常。但两天
后，他再次发高烧，住进了县人民医院，因
病情恶化引发全身弥漫性出血。

弥留之际，杨仲林表现出超常的从
容，他向父母说出了一个心愿：“如果我
的病治不好，我希望能把眼角膜捐献出
去， 把我的遗体捐献用于医学教研。这
算是我对社会的一点回报，也是我生命
的一种延续。”

“尊重仲林的遗愿， 让他走后心
安。”在处理儿子后事时，杨仲林的母亲
对前来探望的亲友和老师说，“儿子走
了，我很难过，但他懂得回报社会，我又
感到自豪。”

6月29日下午5时，根据杨仲林及其父
母的意愿， 湖南医药学院的医生取走了他
的眼角膜，并接受其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侗乡学子杨仲林，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一名高考考生的另一份答卷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通讯员 胡敏
记者 陈薇）7月1日， 由湖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2017湖南宣传非
遗法律法规活动之“走进国博———‘薄施
淡彩’ 陈扬龙釉下五彩瓷艺术传承保护
成果展”，在湖南省文化馆举行开幕式。

陈扬龙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醴陵釉
下五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他以
工笔花卉见长，在釉下彩的泥釉、颜色、烧
成等技术上进行了重点研究，取得了突破
性成果。在传统瓷艺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薄施淡染” 画法， 以其绘制技巧简单易

学，颜色层次分明，画面灵动鲜活，在醴陵
陶瓷工艺美术界得到全面推广，使醴陵釉
下五彩瓷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2013年，陈扬龙去世之后，他的女儿
陈利和儿媳申彬继承先父的遗志，将“薄
施淡染”技艺传承并发扬光大，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陈利女士现已为醴陵釉下五彩
瓷烧制技艺的省级传承人。2017年9月22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将举办“薄施淡彩”陈
扬龙釉下五彩瓷艺术作品展。

此次展览为期3天， 面向观众免费
开放。

“薄施淡彩”展非遗魅力
陈扬龙釉下五彩瓷作品展举行

本科生导师制，能否打破当前大学教育中重知识传授而轻人格养成的
弊端？请看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8年实践———

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灯塔”

7月2日晚， 欢乐
潇湘·湘西祝福·湘西
建州60周年系列群众
文化活动在吉首市世
纪广场举行。 图为参
演文艺队表演地方特
色节目。 姚方 摄

大美湘西
多姿多彩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李国斌）两

年前，在深圳媒体工作的董谦，顶着“体育
名记”的光环回到老家湖南汨罗，开始种
稻子，并写出了长篇纪实连载《种稻记》。
记者今天获悉，他的这段经历将拍成电影
《无间稻》，董谦将以真人秀身份主演。

《无间稻》导演高群书，此前成功执
导了“另类”电影《千钧一发》和《神探亨
特张》。他表示，《无间稻》将拍成“真人秀
电影”。在西方，真人秀电影也叫直接电

影，类似新闻故事。高群书对《无间稻》定
位是：直击人心，讲述现代生存理念的现
实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无间稻》 由记者主
创、记者主演。制片人、编剧、主演都是记
者，导演也在大学学过新闻学专业。该片
各个环节正在扎实推进，主创人员已到
汨罗市枫树坪和深圳等地，参与农事，感
悟人文历史，挖掘梳理线索。据悉，影片
将于年内开机。

科教前沿

记者主创主演
“体育名记”的种稻经历将拍成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