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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张世君教授红楼梦系列讲座

本报讯 2012 年 10 月 18 日到 11 月
8 日，综合班有幸邀请到暨南大学中文系
的张世君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教学楼 3
栋 101 为综合班学子开展了“世界文化
视域中的《红楼梦》”系列学术讲座。
张教授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
放到世界文化视域中加以分析，阐述《红
楼梦》中的建筑文化、门窗墙文化、饮
食文化和香文化。在讲授过程中，张教
授注重学科交叉，古今文化联系、中西
文化对比、文学与艺术联系，折射出《红
楼梦》的世界光辉，让学子们深刻体会
到《红楼梦》的世界地位和价值。

建筑图景与庭院之中的叙事视点
在第一讲中，张教授从《红楼梦》

的建筑图景出发，探讨了小说空间艺术
的建筑特点与架构及园林建筑空间在叙
事中的作用。张教授从林黛玉、贾政、
刘姥姥不同的视角来展现《红楼梦》中
的建筑理念，分析了建筑对小说叙事结
构的影响。另外，张教授从《红楼梦》
的建筑空间追溯到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
并由此展开中西方建筑文化差异的比较，
中国园林建筑是自然式，而西方园林建
筑则是几何式。

在第二讲中，张世君教授着重讲解
庭院之中的叙事视点。张教授讲述了《红
楼梦》中运用大量的方位符号来建构庭
院建筑的空间布局，并分析了从这些庭
院方位如何表现宗法家庭制度。接着，
张教授又从《红楼梦》中的庭院园林视
点比较中国建筑的平视性与西方建筑的
俯视性的差别。张教授还从庭院的家庭
叙事特点说到《红楼梦》其实是一部以
庭院聚居的血亲为纽带家庭小说。最后，
张教授还说到，《红楼梦》是中国庭院
文化的典范代表，其建筑方位是中国方
位文化的反映。

园林场景叙事与门的叙事视角
在第三讲中，张教授对《红楼梦》

园林场景叙事的讲述分为园林建筑场景
的叙事功能、叙事特征、叙事转换、叙
事顺序四部分。张教授首先通过《红楼梦》
与《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
等古典小说的对比指出了《红楼梦》章
回目录中的建筑意象运用得多且妙的特
点。接着张教授以小说中的死亡、节庆、

生日、诗乐、梦幻场景为依据，归纳了
园林场景叙事的空间性与对话性并重的
特征。紧接着张教授以“王熙凤处罚下人”
等情节为例，总结出了《红楼梦》叙事
转换中的插入性转换与报信人转换两大
方面。最后张教授以“进入”、“看”、
“说”3 个动词在《红楼梦》中的循环重
复概括了园林场景叙事顺序，还借此对
中西文学叙事逻辑起点做了比较，中国
的文学叙事逻辑起点是系统叙事和间架
结构，西方则是时间的整一性。

在第四讲中，张教授对《红楼梦》
门的叙事视觉进行讲述。张教授着眼于
林黛玉闺阁女儿嗟叹侯门似海深几许的
心路历程，并以贾宝玉从敕造侯门到袈
裟佛门的生命历程与门的出现及演变的
联系为切入点，总结出“门”在小说中
起到串联情节，也推动情节发展的起承
转合功能，指出了门的叙事层次性。张
教授还对“门”这一意象做了深刻的文
化拓展，探索门的文化表征，得出了现
实的门与心里的门是园林人的心里沉淀
这一结论。张教授还借着《红楼梦》的
门与中国封建建筑里的门的关系，以小
见大，挖掘探究了中国封建文化里的门
的等级规定、婚嫁要门当户对、女儿庭
院血与泪的等级与封闭观念。

建筑的门窗墙的空间分割比较

在第五讲中，张世君教授讲述《红
楼梦》中门窗墙的空间分割与比较。张
教授首先从窗的起源讲到窗的功能；又
从《红楼梦》中门窗中的观看方式，分
析了造成这些现象的封建文化背景。接
着，教授从《红楼梦》中墙的描写联系
到中国古代长城及围墙中的墙文化及墙
所具有的围城心理。张教授还分析了《红
楼梦》中门窗墙空间分割起到场景的转
换叙事作用，并对比了中西方文学中门
窗描写的不同：中国是翻墙约会，西方
是爬窗约会。

饮食与味
在第六讲中，张教授则讲到了《红

楼梦》中的饮食与味。张世君教授首先
介绍了《红楼梦》中饮食描写，罗列《红
楼梦》所涉及的各种饮食种类，并探究
了中国“五味和羹”的历史渊源，及调
和五味的文化渊源与经济来源。接着，

张教授讲述了《红楼梦》饭桌文化的叙
事特点，分析了贾府饮食由繁到简预示
着其从盛到衰的过程。张教授还从红楼
饮食谈到中国饮食文化追求和谐平衡的
特点，讲述了中国饮食文化与权力政治、

诗之间的联系。

香文化
在第七讲中，张教授讲述了《红楼梦》

的香文化。张教授从大观园中弥漫着的
园林香、香料香物的香、饮食香、建筑香、
女儿香、诗词香等各种香分析《红楼梦》
中香的描写，并由此讲到香与中国农业
文化的联系。张教授还从《红楼梦》中
香的叙述联系到中国的香文化传统，在
中国古代，香是一种等级的象征，身份
的显示。除了女子施粉打扮外，香在中
国更常用于祭祀——帝王祭天，百姓祭
祖。由此张教授联系到中西方祭祀的差
别，中国焚香祭祀，而西方则是通过钟声、
唱圣歌形成天人对话，表达对主的虔诚。

在第八讲，张教授对《红楼梦》香
气空白与香气韵调进行分析。张世君教
授讲到香气塑造了一种虚化的嗅觉空间。
在这个虚化空间里，我们通过香找到了
冰冷的薛宝钗、清高的林黛玉及随和的
贾宝玉。张教授还对香气空白与艺术空
白进行比较，如山水画中的“留白”，
书法中的“布白”。由此张教授还从中
西绘画的“空白”“虚灵”与“实”“满”
的不同特点讲到视图审美的“图—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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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张教授与综合班学子合影留念）
（下图：张教授正在答疑）

姓名 原班级 接受院校或单位 姓名 原班级 接受院校或单位 姓名 原班级 接受院校或单位

熊静 理一
香港科技大学
运营管理与统计

邓欣明 理二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肖琴 文一

华南师范大学
现当代文学

陈福明 理一
中山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谭月茜 理二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

合培养项目
黄志婷 文一

华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胡楠 理一
中山大学
金融数学

王晓君 理二
华南师范大学
物理化学

萧海芳 文一
华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林茵 理一
暨南大学
金融数学

蔡佳丽 理二
华南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黄馥芝 文一
华南师范大学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谢红莲 理一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若颖 理二
华南师范大学 
分析化学

陈腾 文一
华南师范大学
现当代文学

吴瑞雯 理一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龙晓君 理二
华南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万楠 文一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学理论

林泽斌 理一
华南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赵崇键 理二
华南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徐国胜 文一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吴海彬 理一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吕滟 理二
华南师范大学
细胞生物学

周学娇 文一
华南师范大学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潘强优 理一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孙娉 理二
华南师范大学
物理化学

张琳 文二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原理

芮泽柱 理一
华南师范大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马健羚 文一

南京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董芸竹 文二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与发展心理

余卫灿 理一
华南师范大学
分子物理

苏炳生 文一
华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刘燕蓉 文二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2008 级综合班毕业生深造去向
08 级综合班毕业生共计 113 人，其中保研本校 23 人，保研外校 7人，考研本校 1人，出境、出国 3人。

08 文一周学娇：
回想大学生活，最独特的还是综合班的两年。独特，不

只因为我们享受了每学期 100 小时的免费上机学习时间，每
学期 100 元的读书资料费，免费的香港交流活动，无数场的
名家讲座，更独特的是它的课程体系。综合班独特的课程体
系让我们有幸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优秀老师，依稀记得陈晓平
老师的风度翩翩；许雪涛老师的温文尔雅；赵利老师的能言
善辩；沈建明老师的憨厚朴实……虽然综合班还没那么强大，
但经历过才知道她的好，成长向来都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

08 文一陈腾：
两年综合班的学术训练，使得人文关怀和生命反思的价

值观念植入自己的精神体中，我们这批人，无论将來成绩与
贡献如何，我想我们的步子肯定会迈得很稳健，我自信我们
拥有那么一点能力，去抵抗俗流、抵抗惯性、抵抗权威和“意
见气候”。

我很感念这两年于我个人精神成人历程中的重要意义，
它意味著不断地与一切高贵的精神对話，寻找价值立场，悲
悯普罗大众、捕捉一切细腻鲜活的善美细节等等。这将是我
毕生要执着的東西。

08 文一黎和瓒：
08 文一承载了我四年的青春、我大学的梦。能在综合班

里面读书，是我一生值得回忆的事情。在综合班，我可以涉
猎多方面的知识，大师们的渊博学识，常常令我敬佩又着迷。
在陈晓平的哲学课上，我们一起思考人生，一起探讨人性；
在韩益民老师的历史课上，我们一起反思历史，探寻如何做
学问；在王小明老师的人类学课上，我们一起追溯人类的起
源……学会思考，这是大学里老师们对我们的教导，记得哲
学课上，中西哲学的对碰，那种颠覆我一向看法的辩证讨论，
还在我脑海里回荡。在综合班这个集体里，我认识了很多才

华横溢的同学，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努力奋斗，我觉得这是
我人生中的美好时光。

08 理一余卫灿：
在综合班的这短短两年里，我觉得是我收获最大的两年。

虽然我没有拿过什么特别突出的奖项，虽然我也没有闯出什么
响亮的名声，但是综合班给了我很多宝贵的东西。首先是综合
班给我们安排的课程，可以说给我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如今
我分到专业了，我不敢说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我就有一份对自
己实力的自信，以及新事物更加深刻的理解。更主要的是，综
合班有一群对知识有着深刻热情的同学，在这个氛围下，我不
仅深受熏陶，还与身边的同学积累了深厚的友情。

08 理二谭月茜：
应该坚持做自己认为很有意义、而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

的事。这些事是区分我和别人的依据，令我在后来能爆发出巨
大的能量。感谢综合班为我们提供的涉及领域广博的基础课程
和前沿交叉学科课程，令我时刻警惕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明
白厚积薄发才是科研的秘密。

08 文二胡嘉雯：
每次遇到要解释自己专业的时候，更多的重点摆在了前

两年——什么叫综合班，文综二班里修的是什么课程。没有想
到的是，反而是这段
经历让自己在后来一
次次的面试中脱颖而
出，不敢说在那两年
里面很出色，也不敢
说在后来的专业学习
中拼尽了力气，但我
明白这次找到了自己
的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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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级综合班毕业生感言

编辑 /徐惠欣  苏培琴  美编 /王靖熙

张世君 :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暨南大学“十佳授课教师”，暨南大学杰出教学贡献奖。
国家精品课程《外国文学史》主持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红楼梦〉的空
间艺术》主讲人，广东省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项目《比较文学》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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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的师兄师姐都谈到了绩点的重要性。绩点是就业和保研的硬件。在提高绩点的同时，他们希望同学们勇于争取各种发展
机会，把握现在，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朝自己的梦想奋进。最后，在现场交流环节中，师兄师姐们对应相应班级，亲切地和同学
们交流，耐心地解答各种困惑。通过本次交流会，11、12 级综合班、创新班的学子反思近段时间的学习，也开始对未来有了进一
步的思考。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真是“我交流，我进步”。

记者 /黎子滢 校对 /芮敏雯 徐惠欣 苏培琴

徜徉历史，熨帖文明
——综合班与创新班相约省博

本报讯 2012年 11月 26日，在综合班学生会组织下，11级、
12 级综合班与创新班的同学参观了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省博物馆坐落于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馆内设有潮州
木雕艺术、端砚艺术、馆藏历代陶瓷、广东省自然资源和广东
省历史文化等多个展览区。进入博物馆之后，综合班与创新班
的学子们带着满怀的好奇与惊叹，参观了博物馆的各个展区：
在潮州木雕艺术展区，追忆潮州木雕曾经璀璨的辉煌，体味到
生活与艺术的交汇；在馆藏历代陶瓷展区见证人类文明在土与
火中的成长与成熟，看沉淀千年智慧之光的闪烁在自然资源展
区，欣赏广东的地大物博，在历史文化展区，领略岭南的人杰
地灵……每一件收藏都是历史与文明的蕴藏，每一次观赏都是
时代与进步的赞叹。走进一个博物馆，收获一个大世界。徜徉
历史，同学们嗅到了文明的千年余香。

11 点半左右，参观活动结束，但大家仍津津有味地谈论自
己在博物馆的所见所闻。参观省博物馆，不仅拓宽同学们的知
识面，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同学们体会到综合班大家
庭的温暖。

 
记者 /梁水妹 校对 /黄秋华

   （续第一版）

关系。最后，张教授对《红楼梦》香气韵调与艺术韵调进行比较，揭示香气韵调是对香气建构的虚化空间的心理反应，而艺术韵
调着重于视听感觉，具有暗示性的特点。 

整个系列讲座中，张教授穿插了许多精彩的视频及图片资料，营造一种轻松、活泼的氛围。在讲述过程中，张教授旁征博引，
幽默诙谐，用通俗生动的讲解，富有感染力给综合班学子带来《红楼梦》别具特色的解读，让综合班学子受益匪浅。

记者 /黄秋华 梁水妹 芮敏雯  校对 /黎子滢 江冰婷  整合 /苏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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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简报

他曾被其导师赞誉为“华师最好的
学生”，他就是 09 理一的杜康。今天，
我们有幸走近杜康，分享他学习、科研
和学生工作的经历，一同探讨大学四年
该如何度过，才不会虚度时光。

认真对待大学的学习
“作为综合班的一员，在学习任务

明显重于一般同学的情况下，学会把书
上的内容消化吸收后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
是提升我们学习能力的关键。”杜康和
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学习方法。

“理科的学习也需要记忆。”在学
完一章后，将课本内容从头到尾整理一
遍，理解基本概念，勾勒知识框架，对
课本内容做到心中有数。学习知识厚积
薄发 , 才能避免学习的盲目性，在遇到
相似问题时做到触类旁通。

杜康还建议用横向比较的方法来学
习一门课程。所谓的横向比较法，就是
通过研读某科目的不同教材达到更深层
次的理解。学习某一知识点时，在比较
不同书籍不同描述的基础上挖掘知识点
的内涵。“或许这本书没说明白的知识
点在另一本书就表述得很清楚”，比如
在学习固体物理的过程中，杜康会专门
去借阅国内外高校中最常使用的多本经
典教材，仔细研读不同教材中关于同一
物理概念或定理的不同表述方式，特别
是对一些在翻译过程中产生不同命名方
式的同一概念来说，这样的横向比较方
法尤为重要。这种方法使他深化了对学
科基本概念定理的掌握，也为他今后深
入学习相关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书不应仅限于本专业领域内的
书籍，还应该广泛涉猎史学、经济学、
文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书籍，”杜
康现在犹记得他花大半个学期阅读《伊
利亚特》的经历。尽管《伊利亚特》里
的文字晦涩难懂，但读着读着也生发出
一些趣味来，并且由于在阅读的过程中
查阅相关资料帮助自己理解其中的一些
内容，他同时也收获了许多希腊神话的
知识。这样，今后遇到相关话题，他的
头脑不会一片空白，怎么想也能想出个
大概。

“大学的学习里，自学占很大的比
例。很多人不认真对待大学的学习，认
为不重要或者学了也没有用，这是一种
误解。”杜康说，“学习和读书是一个
道理，都是充实自己的前提。大学四年，
转瞬即逝，多花点心思学些知识，多收
获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不会虚度时光。”

本科生也有能力搞科研
杜康曾在华大基因研究院参与暑期

实习。在那里，作为刚刚结束大一学习
生活的新生，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物
信息领域。年轻的激情驱使他快速而有
效地学习。他与来自其他高校的 3 位大
四同学组成合作小组。导师指导他们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课题研究。为
了完成导师交下来的课题，他们阅读英

文文献，自学 Perl 语言；为了做好每周
一次的学术汇报，他们把做好的 PPT 反
反复复斟酌。不得不说，经过华大基因
实习后的成长颇丰。“当初在华大基因
一个星期就要解决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小
问题。那样高难度、高强度的氛围对我
的影响很大，最起码现在做研究碰到问
题时不会害怕或者抵触。”杜康有信心
地说。

在进入梅霆教授团队参与科研以后，
杜康经常去石牌本部旁听研究生的课，
参与研究生的讨论。他觉得，研究生和
本科生课程的不同在于信息量。研究生
的课堂里，一节课的信息量远比本科生
的大。研究生课堂更注重理念学习和学
科轮廓的讲述，并不过于强调具体知识
点的掌握。课上有了知识体系，以后搞
研究要用到这方面的知识再进行针对性
的深入学习。这是他作为本科生旁听研
究生课程的一大心得。在加强和导师联
系方面，杜康笑说：“导师就是用来被
打扰的。”学生从老师身上汲取知识，
老师同样需要学生的反馈。只要学生有
实质性的问题，老师都愿意与之进行交
流。学生应该主动寻求老师的指导。“当
你问的问题比他的研究生还多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喜欢你。”杜康说。

找到工作与学习的平衡点
杜康曾担任过学委、班长和综学会

主席等职务。关于社团和班级工作，杜
康建议要“多跟别人交流与协作”。担
任班长期间，他带领 09 理一获得 2009-
2010年度“优秀班集体”荣誉称号。对此，
杜康说：“班集体荣誉的取得要靠全体
班委的配合和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一
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处理诸多事务的。班
委团队配合得好，班级管理也就更顺畅。” 
杜康在总结学生工作时提到，要学会换
位思考。同时，要注意在兼顾学生工作
的同时不要落下学习。保证必要的学习
时间，提高自学能力。在学习与工作中，
还要学会做规划，切勿在繁忙的事务中
迷失了方向。“找到学习与工作的平衡点，
这点很关键。”
尽己所能，用心过好只有一次的四年

当被问及大学四年的遗憾时，杜康
和我们分享了其中的两件事情。

大一时他参加学校的数学建模竞赛。
在竞赛中，他的团队获得二等奖。根据
当时的规定，获得一等奖的队伍才有资
格参加国赛。虽然如此，他们班另一组
获得二等奖的队伍却没有放弃，积极联
系老师希望得到参加国赛的机会。恰好
当时有一组一等奖的队伍人员不齐整，
他们便跟那组同学重新组队，获得了参
加国赛的机会。这件事让杜康明白世事
有时候没有偶然与必然，机会要靠自己
争取。什么也不做必定一事无成。小小
的尝试也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

还有一件让他遗憾的事。大一时，
物电学院的唐小煜老师打算在综合班提

前培训几位可以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的同
学。参与培训的大部分同学都中途退出，
使他也受到了影响没能坚持下来，只焊
了几块电路板便放弃了。现在跟着梅霆
老师做研究，才发现当初如果坚持下来，
不但可以直接提高动手能力，相关知识
的掌握情况也会更好，而这对他现在的
研究会很有帮助。他说道：“本科学知
识以储备为主。不要太功利，老是想着
现在学的知识将来到底有没有用。或许
将来有一天，它突然间就派上用场了。”
丰厚的知识沉淀将在某一天给我们以沉
甸甸的回报。这就是杜康虽然选择光信
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仍不遗余力地学习数
学分析和高等代数等学科的缘故。

关于大学四年该怎么过，杜康建议：
大一新生要尽早走出迷茫期，进入大学
的学习状态，广泛涉猎不同领域；大二
的同学要慎重且果断地考虑专业分流，
明确学习目标；大三、大四的同学要深
入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将来发展做
好储备。同时，在大学的四年里，利用
好每一个假期，尽己所能，去丰富和扩
展自己的阅历和眼界，切忌浮躁，用心
过好只有一次的四年。

编者按：大学四年，不拼何为。学
会学习，学会科研，学会工作。积蓄力量，
鹰击长空。放长眼光，严格要求自己；
认清目标，未来在我们手中。综合班的
同学们，加油！

记者 /梁水妹 徐惠欣
校对 /黄秋华 徐惠欣

大学该怎样过，才不会虚度时光 ?
--- 访 09 级理一杜康

杜康，09理一，曾担任学习委员，
班长及综合班学生联合会会长，并参与
亚运志愿者工作。大一暑假到华大基因
研究院实习。担任 2011 省级大学生创
新实验计划项目“基于纳米压印技术的
新型聚合物光波导器件的研究”负责
人 , 并参与聚合物压印制造工艺的研
发，形成一项发明专利申请，目前已受
理。参与广东省LED重大专项科研项目，
关于白光 LED 智能调光混色照明，着重
运用多变量优化方法实现芯片调光混色
系统的优化，相关论文已投稿。

我交流，我进步
——2012-2013 年综合班和创新班学习交流会

本报讯 2012年12月7日19点,由综学会主办的“我交流，我进步”交流会于教学楼1栋102举行。针对专业选择、综合班学习、
科研、保研与就业等问题，本次交流会邀请 11 位往届综合班同学对 11、12 级综合班与创新班的学子作出相应的指导。交流会分
为往届综合班同学的个人讲解环节和现场交流环节。

找准定位，坚持梦想
08 理一芮泽柱认为综合班的学生接触

面广，要尽早找准定位，找到自己的兴趣
点并为此坚持奋斗。在大一下学期，喜欢
数学的他冒着挂科的风险从理二转到理一。
经一番努力后，他顺利地补回落下的一大
堆课程，出色地完成了从理二到理一的过
渡。

寻找兴趣，掌握能力
在专业选择方面，09 文二刘霜肯定了

兴趣的重要性。她认为兴趣是动力，在选
择专业时最好能找到兴趣与能力的交叉点。
大一时刘霜认为金融更能与世界接轨，想
选金融专业。但旁听了一个学期金融和人
力相关课程后，她的对人力资源管理更感
兴趣。又由于她在参与学生干部工作时锻
炼了交际能力，兴趣和能力的结合使她更
青睐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放远眼光，脚踏实地
08 文一曾诣、10 理一罗一夫和 09 理

二彭君玲等同学都认为综合班的学生必须
认真踏实地学习，为以后的发展做好铺垫。
曾诣还强调学习不是只是为了绩点，而是
为了打好基础。同时，她鼓励同学们争取
机会做科研项目。在大一、大二期间，可
以先跟着师兄师姐打下手，到大三再承担
课题，从而达到循序渐进、能力逐步提升
的目的。而对于保研外校，她建议首先先
了解学院的保研政策，再通过保研网或者
向外校投放简历等途径，了解理想学校的
相关情况，提前做好准备。

交换学习，开阔视野
曾到香港学习半年的交换生——09 文

二龙芳和 10 文二陈子江认为，交换生的经
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语言
能力。因此他们鼓励同学们要尽量争取机
会到香港学习。

工作学习，相辅相成
在协调学生工作和学习的问题

上，10 理二谢桂红认为二者可以相辅
相成，同时以螺旋上升的形式发展。
在评选团干标兵时，她凭借优秀的成
绩，从众多有着同样突出的学生工作
表现的参选者中脱颖而出；在评选国
家奖学金时，她在大家的绩点都是第
一的同等基础上，凭借突出的学生工
作表现，最终获得国家奖学金。但是，
她强调学生工作不应该超越学习，学
习是大学生的本份事。

提前规划，逐步成长
09 理二罗序绵指出，大学的主旋

律是成长。在分轻重的前提下，为了
全面提升自己，同学们对待学习和学
生社团都应该全力以赴 , 在社团工作
中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学习中不
断提高绩点。同时他建议综合班学子
应做好职业规划，以此不断激励自己
前进。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要
持保持一颗平常心，用优秀的成绩、
丰硕的奖项、良好的形象和流利的表
达能力来武装自己。

源于生活，科研创新
在科研方面，07 理一池妍通过对光声

显微成像科研课题的分析，深入浅出地回
答了什么是科研、怎样做科研以及怎样的
人适合做科研三个问题。她认为科研源于
生活。同学们要善于观察生活，从生活中
寻找出有意义、有实用价值的课题。当然，
好的科研课题除了要有价值外，还要富创
新性和可操作性。她还鼓励综合班学子：
“做科研项目要靠自学，要懂得自己寻找
资源。”

编辑 /徐惠欣  苏培琴  美编 /王靖熙编辑 /徐惠欣  苏培琴  美编 /王靖熙

2012 年 4 月到 5月讲座信息简讯
本报讯 2012 年 4 月到 5月，由华南师范大学综合班学

生会承办的大型讲座专场共有四场。四场讲座均在大学城
校区教学楼 3-101 举办。 

4 月 11 日、12 日、13 日是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专任教授黄孝光教授一连三场的讲座。

4 月 11 日，第一场题为“生之追寻——古诗十九首与
曹操《短歌行》的人生境界”。黄教授通过古诗十九首引
出自己的人生观——不在乎今生虚名，重视死后的历史评
价，成仁取义或流芳百世。

4 月 12 日，第二场题为“嬉笑人生——谈人生的必然
与偶然”。黄教授与综合班学子谈人生与成长，启迪综合
班学子思考自己的人生与未来。

4 月 13 日，第三场题为“得意忘形——从金庸小说看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黄教授通过分析金庸小说的特点得
出华人以无胜有、以简胜繁、以柔克刚、以寡击众、以小
制大、以不足胜有余的传统思维方式。

另外，5 月 16 日广东古琴研究会副会长谢东笑先生的
“太古遗音——古琴艺术”。讲座将以理论与演示相结合
的形式，系统地分享——古琴艺术。

记者 /芮敏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