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士班主任
听上去不错
本报记者 刘彦朋

10 月 9 日晚上，浙江大学竺
可桢学院混合 4 班学生朱懋熙在
一场诺贝尔化学奖讲座上，第四
次见到了她的班主任张泽。不过
会场上人很多，并不是针对他们
一个班的，朱懋熙只能远远看着
这个有些陌生的班主任。

在今年 8 月底开学前，朱懋
熙就曾听到一个传闻，他们的班
主任将是一位院士。开学后，当她
看到中科院院士、浙大材料系教
授张泽的名字出现在班级花名册
上，成为混合 4 班班主任时，她甚
至用“惊悚”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
情。

一个多月过去，朱懋熙惊悚
的心情终于平复，只剩下一点淡
淡的“幸运”。“虽然现在几乎见不
到张院士，但我觉得如果有什么
学习上的难题找他，他肯定解释
得很透彻。”10 月 11 日中午，朱
懋熙告诉记者。

大家去 K 歌

没想到班主任也来了

与朱懋熙曾有过的“惊悚”不
同，混合 4 班济南籍的李濛觉得
自己早就看开了。“‘院士班主任’
这事有啥，大学里的班主任角色
本身就不重要，是不是院士也无
所谓，有学长说除非选择跟张泽
院士相关的专业，或许还能有点
好处。”李濛笑得有些诡异。

李濛第一次见到张泽，是在
竺可桢学院开学典礼时，这也是
张泽跟他们第一次接触。“当时
2011 级 400 多名新生都在，张泽
院士并不想讲话，但学院领导硬
拽着他讲了几句。他张口就说：

‘我想先说明一点，我来当班主任
是自愿的，不是校长、书记逼我做
的。’然后全场哄然大笑。”

“根据学校统一指定的时间，
9 月 22 日各班班主任跟新生见
面。但当时张泽院士在贵州开会，
就让辅导员给我们解释说，等他
回来再补。”混合 4 班班长方牧心
回忆说。

一直到 9 月 25 日上午，李濛
和同学们正在报告厅听学院副院
长唐晓武讲始业教育课，讲到一

半时，辅导员通知说，张泽院士马
上来开见面会，其他班级继续听
课，混合 4 班的 31 名同学抓紧时
间去见院士班主任。

“时间安排得非常紧，我们进
去刚坐下，张泽院士就笑着进屋
了。”方牧心记得张泽那天穿得很
随便，polo 衫、休闲裤，并没有院
士的古板。

“他进去看了一圈围坐在会
议桌周围的学生，稍侧身坐在中
间位置，笑得有些夸张：‘这个班
男生多女生少啊，看来今后男生
们要闹矛盾啦。’正襟危坐的同学
们一下子笑开了。”

“别看他是材料学的教授，但
人文知识懂得很多，全班同学来自
几十个地方。但每个同学自我介绍
完，他立即就能讲出当地的风俗，
这些地方他几乎都去过，这让同学
们感觉很亲切。”朱懋熙回忆。

中秋节 3 天假期，混合 4 班
的同学刚军训完，多数没回家，于
是大家就去学校附近的 KTV 唱
歌。没想到，张泽和副班主任魏晓
也去了。

“张泽院士进来就跟大家一
起唱歌，站着唱了《母亲》、《蒙古
人》、《北国之春》，都是粗放、豪爽
类型的老歌。唱歌时表情很丰富，
估计也是麦霸一类的。”朱懋熙
说。

但从此之后，朱懋熙再没见
到他们的班主任，直到 10 月 9 日
晚上的那次公开讲座。

“有事打他手机，

多荒唐的事都行”

“前两次跟班主任张泽院士
见面，好像他都是在开会间隙，跑
出来露个面，跟同学们打个招呼，
时间很紧张。见面会才半个多小
时，班聚唱歌那次 40 多分钟。”朱
懋熙苦笑着说。

即使在 10 月 9 日晚上，张泽
为几百名学生主讲的解读诺贝尔
化学奖讲座上，时间也是精确到
分钟，他先讲解 25 分钟，再留 5
分钟让学生提问。

“大学班主任确实不像高中
班主任那样事无巨细，什么都管，
好像小事都是辅导员通知，班主
任偶尔来一次跟大家见见面，就
像名誉班主任一样。”方牧心说，
配合班主任的副班主任也是这
样，很少能见到。

副班主任魏晓跟张泽院士一
样，都在玉泉校区搞研究。“一般
他也不过来，这几次都是跟张泽
院士同时出现，他跟我们交流也
不多，基本上都是帮张泽院士圆
场的。比如在见面会快结束时，魏

晓老师站出来说，张院士时间比
较紧张，请大家抓紧下去合个影，
然后见面会结束。”方牧心说。

“其实，我们私下里也讨论说，
估计院士班主任就是挂个名，有什
么事还是副班主任来，后来发现副
班主任也不常见，就认定大学班主
任确实是个虚职。到现在我们也没
搞清楚班主任是干啥的，因为成天
见不着嘛，听说其他班的名师班主
任也这样。”方牧心笑称。

班里唯一一次主动跟班主任
张泽联系，是因为学校举办班级
个性大赛，需要班主任写寄语。

“当时我给他发的短信，大概 10
分钟就回过来了，他给我们班的
寄语是‘努力学习、快乐生活，让
青春放光彩’。”方牧心告诉记者。

“刚开始在宿舍里聊天，有些
惊悚，毕竟是院士，以前从没见过
也不认识，现在竟然让我们有事
打他手机，还说多荒唐的事都行。
即使不经常见，还是觉得很幸
运。”一个多月之后，朱懋熙的心
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让他啥都管

那也不现实

“浙大本科班有了院士班主
任”这则新闻上网后，有近百家新

闻网站用“不可思议”做标题，而网
友的评论更是不乏质疑和揶揄。

网友“中国之声杨钧天”评论
说：形式主义罢了，能跟学生坐在
一间屋子里谈几分钟？我的大学
校长我才见过两面，一次是拍毕
业照，一次是今年他升官以后我
们在西单偶遇。网友“科技日报张
显峰”则直接回帖：“让院士当班
主任这事有点扯。”

竺可桢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钟
溶戎却不以为然：“张泽院士首先
是一名老师，他能给研究生上课，
也能给本科生当班主任。引来这
么强烈的关注，我们反而感到不
可思议。”

院士来当班主任，钟溶戎说
确实有些偶然。她原来也在浙江
大学材料系工作。今年 5 月份，钟
偶然碰到张泽，“我随口问了句，
愿不愿意做新生班主任。当时材
料学院的领导也在，都说张泽很
喜欢跟学生打交道。于是他就说

‘大学副校长、书记处书记都干
过，还没干过班主任’。然后他就
答应了。”

“真要让名师干班主任，也得
考虑其现实性。所以我们又专门
给张泽配了一名副班主任——— 材
料系的博士后魏晓。因为学校《班
主任工作规定》有要求，如班里发
生重大事件，班主任必须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比如开学前有一次
开会，向各个班主任介绍班级情
况，张泽在北京开会，就可以让魏
晓替他来。”钟溶戎说。

钟溶戎觉得，张泽平时工作
这么忙，家也不在杭州，还得时不
时回去看看，一个月能跟学生单
独交流两次，已经很不容易了。如
果按照《班主任工作规定》去考核
院士班主任，要求他啥都管，那也
不现实。

“我们尽可能把他当作普通
班主任看待，也给他说了班主任
的职责，只要大方向没问题，他可
以自己掌握如何与班里同学接
触，其他不能计较太多。因为我们
的主要想法，不是非得规定他跟
学生见几次面、做哪些具体的事
情，而是希望他作为一个院士，能
从专业层面号召学生，引领他们
树立更远大的志向。”

院士班主任，是高校改革的破冰之旅，还是一个听上去不错的童话？

一个多月过去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混合 4 班学生朱懋熙的心情，已从最初的“惊悚”，变

为剩下一点淡淡的“幸运”：“毕竟是院士，以前从没见过也不认识，现在竟然有院士让我们有事

打他的手机，还说多荒唐的事都行。即使不经常见，还是觉得很幸运。”

10 月 12 日晚上 7 点多，吉
林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
系的小邱，小声问旁边的同学：

“你还记得咱们那名师班主任叫
什么名字吗？”

吉林大学是国内首个实施
院士、博导、教授担任本科生班
主任计划的高校，2010 年被吉
大商学院录取的小邱，就是首批
受益者。

与浙大的个例不同，吉林大学
第一年实施该计划就有300 多位
院士、博士生导师、教授等名师担
任新生班主任，学校还审议通过

《吉林大学名师班主任计划》，作为
学校的行政制度颁布实施，通过行
政考核等手段推行该计划。

但对于这一制度，即使在吉
林大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一
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院士并
非万能；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两周
沟通一次，谈不上是真正履责的
班主任。这些想法固然是好的，但
方式方法上能否再灵活一些？”

但也有人将其溢美为高教
改革的破冰之旅。

吉林大学这项计划实施一

年，学生们并未发现他们的学习
和生活有什么改变。

吉林大学农学部畜牧兽医学
院2010 级学生宋可一的名师班主
任是理学博士、教授、博导李子义。

“一个月大概能见到一次
吧，班会或者联欢时都能见到。”
宋可一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而吉大商学院的小邱记得，学
校配给他们的名师班主任，每学期
会跟他们交流几次，“只是机会不
是很多，否则我也不会想不起来他
叫什么。”

本报记者 刘彦鹏

名师班主任，学生记不住名字

格延伸阅读

院士班主任张泽（右）与同学们见面。（资
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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