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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子的转学历程更该被关注

!

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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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浩在父亲及老师的一致反对

下! 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而

报考了北大" 由于所学专业和自己兴趣关联

甚少!学习过程中他极其痛苦!在申请转院被

拒后! 无奈的他只得退学去了一个技术学院

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对于当年的决定!周浩

没有丝毫后悔"

周浩退学并进技术学校一事引发了激

烈讨论" 以至于周浩转学背后的曲折故事!

反倒在众声喧哗中被掩盖" 当周浩意识到自

己的兴趣爱好不在理论研究上时!他的首要

选择并不是退学和转校!反而是不断调整心

态来适应爱好! 可一遍遍的尝试并不成功"

无奈他只得作出转院的次优选择 ! 遗憾的

是!转院在北大有着极为苛刻的规定 !比如

想转的院和所在院系公共课要达到一定的

学分" 无奈之下他只能做出最坏的决定#退

学再求学"

事实上!退学一事本可以避免"如果北大

在转院$有些高校也称转专业%政策上不那么

严苛!对一些申请条件适当放宽!或许!周浩

就可以在这所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当下!不

光是北大!还有众多高校!转院虽然被允许!

但是!碍于校内各专业人数平衡'高考招生分

数的高低以及各学院师资力量方面的综合考

虑! 高校都会在转院政策上加上一些普通学

生难以企及的限制条件" 其实高校完全可以

放开转院限制"因为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

很多学生在选择专业时都是盲目和随意的!

当进入大学发现自己专业和兴趣爱好不在一

个梯度时!大学理应给他们一个矫正的机会"

周浩是幸运的!他这种(反叛)不但给自

己的兴趣爱好找到了出口! 也为社会思考这

种现象提供了有力的镜鉴& 但是周浩成功的

背后!却有着一大批(欲转院而不能)的学子!

他们既没有勇气复制周浩的成功路径! 也没

有能力去改变限制重重的转院政策! 他们只

能在屈服中作些无谓的呐喊! 这无奈中透露

的无力! 其实才是社会和高校最该反思的核

心&

!

文
!

大汗 图
!

春鸣

!!

月
!6

日!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内!多

名游客在景区主干道中间的喷泉池前! 脱下

鞋子直接将脚伸到喷泉池中洗脚! 有的甚至

在池水中洗起了鞋子& 该不文明行为经媒体

曝光后!引发各方热议&

*义山杂录+中写道!四件事最煞风景#一

是花间喝道!二是背山起楼!三是煮鹤焚琴!

四是清泉濯足& 花间喝道很好理解,,,你在

公园里闲逛之时! 突然拉着警笛的警车从你

身边呼啸而过!包你游兴全无-背山起楼乃愚

人之举!背着山起楼!起得再高也只能看到山

山山- 至于煮鹤焚琴! 现在焚琴者少煮鹤者

多!非关觉悟提高!而是琴不易见-说道清泉

濯足!正是新闻中人之举!见到喷泉清澈!哪

管他人感受!脱鞋露脚便往水中伸去&

喷泉池本是一景! 可是游客见到的景致

却是各路大神纷纷举脚入池. 如有后来者未

睹前人之举!看见泉水清流兴致大发!掬手捧

水!以凉肺腑!那可怎生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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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贵阳很多群众反映!新生儿

0万里办证路)的第一步就不太顺利&他

们出生后的第一张证件 *出生医学证

明+办不下来& 拿不到这张证的原因很

简单!但乍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因

为!没纸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是

我国特色的出生证管理制度#打印出生

证明用的不是普通的纸!而是由国家卫

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印制! 以省'

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统一编号的特殊

纸张!采用了光学水印'微缩文字'彩虹

印刷等
+

项防伪技术-纸张也不是随便

可领的! 是按照今年初的计划给的!没

有了!就只能和上级部门打申请!等着

下发& 由此!出现没纸打印不了出生证

也就不奇怪了&

出生证在我国是个0舶来品)&

!##+

年由国家统一印发出生医学证明后!就

成了国家级的法定证件&很多国家之所

以重视出生证!是因为他们没有户口制

度!采取的是人口登记和社会安全号制

度& 而他们对出生证的管理服务!也有

值得借鉴之处&

比如美国!婴儿出生后!是医院办

理出生证的人员! 主动拿来出生登记

表格!请监护人填写宝宝姓名'出生时

间'监护人国籍和护照号'家庭住址等

各种信息!并出具一张临时出生证明&

然后!医院将信息录入系统!并将表格

寄往人口署和社会安全局备案& 如果

不需要加急!大约
,

周!正式的出生证

和社会安全号卡! 就会被寄到当时填

的家庭住址!而且是免费的& 当然!如

果要办加急! 是要支付一定的加急费

用的&

如果出生证或社会安全号卡丢

了!补办也很简单!只需要去人口署或

社会安全局现场补办打印即可& 而且!

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卡! 不仅有相当于

我国居民身份证的功能! 而且与美国

公民的医疗保险' 失业救助' 领取工

资'住房补贴'缴纳保险 '看病就医等

所有社会保障是关联的!一卡行天下&

正因为美国有先进的出生证管理

办法!所以美国人口普查局是挂靠在商

务部之下! 每十年进行的一次人口普

查!也不仅仅是普查人口!而是包括政

府普查'经济普查'社区调查'消费支出

调查'国民健康访问调查'医院出院调

查'犯罪受害调查'房屋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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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起开展!得出的是整个社会的大数

据& 而我国出生证与户口'身份证的分

离!也使得人口普查耗费巨大而效率低

下'功能有限&

由此可见!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

仅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

的问题! 如果不将政府的公共服务作

为一个整体系统思考'统筹!即使每一

个政府部门都做到了服务型! 但整体

未必就成了服务型政府& 因为缺纸导

致群众办理出生证困难! 就是一面镜

子!折射了我国服务型政府的短板!不

仅每一个部门的服务理念和能力还欠

缺! 更重要的是还缺乏系统服务的思

维&

恋爱还要培训!

!

关 尹

0双十一)期间!大家都盯着0败家

娘们)做文章!可能很少有人关注到这

样一则新闻#自称是0光棍节)起源处的

南京大学主办了为期
6

周的0首届校园

恋爱公开课)! 主要面对的是南京大学

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高年级本科

生&

让大学生学习怎么谈恋爱!是一个

比较新鲜的尝试!由此也引出这样一个

话题,,,恋爱需要培训吗/培训后的爱

情还是原来那个味吗/

在很多人看来!爱情应该是0纯洁

的)'0真实的)!恋爱不应是0做作的)'

0虚假的)& 爱情培训!让人有了一种被

设计的感觉! 还说不定就培养出一些

0爱情骗子)!只知道甜言蜜语讨女孩子

欢心&

但你又不得不承认! 现在很多男

人不会恋爱'不懂恋爱!即便碰到自己

心仪的人也不知道如何表达! 不知道

怎么去讨对方欢心! 更不知道如何将

一段感情维持长久& 不善言谈'不会交

流的比比皆是! 甚至跟女孩说两句话

就面红耳赤的也大有人在& 更可怕的

是!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二十几岁的

年轻人中!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同样

不少&

网上有这样一篇文章#*男生的哪

个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很靠谱/ +&

其中列举了一些事例# 见到你就顺手

接过你拎的东西- 买水先打开再递给

你-视频或电话等你先挂-一阵风刮起

很多土!我的本能是捂住自己的脸!他

的本能是捂住我的脸11

好吧!说得还有那么点道理& 但这

些细节!你都知道吗/ 在意吗/

现代人的生活与工作节奏越来越

快!爱情能力却在退化&传统意义上0男

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愿景!

被现实挤压得已经不成样

子& 都说异性之间的爱慕

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可你

敢勇敢说出爱吗/ 你懂巧

妙说出爱吗/

确实! 爱情不是传授

出来的! 但恋爱培训班的

目的! 不是为了打造什么

0情场高手)! 而是让人有

能力更好去爱!去生活&正

如这样一句老话# 婚姻需

要经营才能长久&懂得爱!

也应该成为一项生活的基

本技能吧/

要是身边有这样的

课!还真愿意去听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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