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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博士弃百万年薪圆教师梦
他在IT业小有名气，认为实战比理论更重要
本报9月13日讯 刚刚过
去的教师节， 是湖南中医药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负责
人 刘 伟 的 第 三 个 教 师 节 。3 年
前，32岁的刘伟放弃百万年薪
的工作，成为了一名高校老师。
“相比一个人写代码、 编程，培
养一批计算机人才是最让我有
成就感的事！” 刘伟的专注、敬
业、 随和也使他成为最受学生
欢迎的“男神老师”。

放弃高薪：
梦想比金钱更有成就
2006年， 从中南大学研究
生毕业后， 刘伟顺利进入长沙
某上市公司工作， 过着令人羡
慕的高薪白领生活。 而早在大
学和研究生期间， 刘伟就已在
多 家 IT 培 训 机 构 担 任 网 页 制
作、SQL Server数据库等课程
的兼职讲师。 他还是中国计算
机学会会员、 美国计算机学会
(ACM)会员，在我国IT行业小
有名气。
不过，内心深处，刘伟有一
个 教 育 梦 。“IT 界 的 老 师 不 好
当，知识更新快，我希望能把自
己积累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学
生。”就这样，工作5年后，刘伟
果断辞职， 并于2011年考取中
南大学博士。2015年1月，湖南
中医药大学发布人才引进计
划，刘伟如愿以偿进入高校，当
上了“教书匠”，“高校的薪资待
遇虽然不如企业， 但‘教学相
长’ 的快乐和成就感是用金钱

买不来的。”

学科建设：
实战比理论更重要
在中医药类大学里，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是一个“冷门”学
科。如何建出特色和水平？作为学
科负责人的刘伟发现，“计算机+
医药” 大有可为。“不能只是培养
‘码农’， 要培养出具有更好发展
前景的复合型人才。” 在刘伟看
来，参加学科竞赛正是打开“计算
机+医药”这扇大门的“金钥匙”。
为此，他整日琢磨竞赛规程，
利用寒暑假和周末带队集训，“在
有过几年一线开发经验后， 我发
现自己最大的长处还是在于将枯
燥的理论知识用较为通俗的语言
和实例传递给学生。”
“一堂再枯燥的课，他也会结
合案例讲得绘声绘色； 有时候为
了准备比赛， 凌晨两三点给他发
消息，也马上能得到回复。”在15
级学生李楠的眼中， 刘伟是最受
欢迎的“男神老师”。
据介绍， 刘伟先后指导该校
学生参加各项学科竞赛获国家级
一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3项。湖
南中医药大学管理与信息工程学
院院长周良荣透露， 该校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以往有四分之一
的学生请求转专业，但今年，该专
业的第一志愿报考率不降反升，
录 取 人 数 由 去 年 100 人 提 高 到
200人。
■实习生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觅

健康

捏鼻子能让鼻梁变挺？太不靠谱
本报9月13日讯 生活中的
小误区，可能影响孩子大健康。
3岁的西西最近每天起床后不
停打喷嚏，竟是患了鼻炎。原来
是奶奶经常给孩子捏鼻子，说
是这样可使鼻梁变挺， 可就是
这小动作让孩子患上鼻炎。
省儿童医院康复三科副主
任医师罗伟表示， 鼻梁高低主
要由遗传因素决定， 捏鼻子变
挺没有科学依据。 而且经常提
捏孩子的鼻子， 会大大增加患
鼻炎和中耳炎的几率。

罗伟医师解释， 如果捏鼻梁
用力不当， 易损害孩子鼻黏膜和
血管， 久而久之会降低鼻腔的抵
抗力， 最终导致鼻炎的发生。此
外，由于鼻腔跟耳咽管相连，而婴
幼儿的耳咽管又具有粗、短、直的
特点， 位置很低， 所以经常捏鼻
子， 易使鼻腔中的分泌物通过耳
咽管进入中耳，引起中耳炎。
医生呼吁， 家长不可轻信所谓
的“
民间说法”， 应该听从医生的建
议，避免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不必要的
伤害。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孩子眼睛老是肿，竟是得了肾病
本报 9月13日 讯 孩 子 多
喝水是好事，但9岁的小炼最近
不但爱喝水，眼睛还总是浮肿，
家人带着他到医院检查， 竟然
患上了儿童肾病综合征。
“儿童肾病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浮肿， 孩子有这种情况家
长要警惕。”湘雅名医易著文表
示， 肾病不再是成年人的“专
利”， 儿童疾病发病率持续上
升， 其中肾病综合征的发病率
排在第二位， 多见于3～5岁的

幼儿。他告诉记者，按照现在的医
疗水平， 对激素敏感的儿童肾病
综合征占到85%左右， 可治愈但
易复发。
肾脏疾病早期一般没有明显
症状，不少小患者直到身体肿胀、
尿液减少才被发现， 此时孩子可
能已患病很长时间。 专家建议家
长多关注孩子的尿量、尿色，以及
感冒时有血尿的孩子。 排尿时哭
闹、反复发热的幼童，尤其要重视
尿常规检查。
■记者 李琪

新学期，中南大学首次将职业生涯规划课纳入新生入学教育。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轩 摄

“职业规划”开启大学第一课
中南大学首次将该课程纳入新生入学教育
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如何为未来就业积蓄力
量？三湘都市报记者13日了解到，新学期，中南大学首次
将职业生涯规划课纳入新生入学教育，为8000余名新生
进行全员差异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受到“萌新”
们的好评。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轩

主讲老师刚从500强企业体验归来
上好职业生涯课，师
资很关键。今年暑假，该校
派出50多名就业指导教师
和大学生辅导员到各行业
的500强企业人力资源部
门进行人才体验活动，走
访企业HR和学校校友，深
入了解企业招聘毕业生的
流程、企业选拔人才标准、
不同岗位对毕业生的素质
要求等。
此次新生职业生涯规
划第一课全部由刚刚从
500强企业体验归来的辅
导员担任主讲， 不同学院
不同专业的辅导员分别向
新生介绍各个行业人才市
场的最新动向， 分享各行
业和企业选拔人才的程序
和标准， 指导新生合理规

划大学生活， 提前做好职业
规划， 为未来高质量求职提
前做准备。
刚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体验归来的物理与
电子学院辅导员杨凌云老师
第一个上台为新生分享。他
坦言：“我们走进500强企业，
真实地体验到了企业需要什
么样的大学毕业生， 也才真
正认识到以往我们在做学生
工作时多有缺失。这次给新生
上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让他们
在入学之初就知晓社会的用
人标准，这对他们大学学业的
展开特别有意义”。
新生燕鹏宇为职业生涯
课 点 赞 ：“给 我 带 来 很 大 触
动， 让我知道在大学期间须
掌握社会需要的各项素质。”

本 报 9 月 13 日 讯 记 者
今日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2017年下半年我省成人高等
教育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
定于11月12日（星期日）上午
9:00-11:00进行。
9月18日-9月26日考生
可通过报名系统(http://cz.
hneao.cn/xwwy) 进行网上
报名、现场确认、网上缴纳报
名考试费。 今年我省成人学
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在报名
和考试中将采用“指静脉身
份验证系统” 对考生指静脉
信息进行采集和比对， 报名
确认点先使用身份证通过指
静脉采集仪读身份信息，认
定人证一致， 再采集考生指
静脉信息， 并现场摄像采集
考生相片信息。11月1日-11
月12日， 考生通过报名系统
打印准考证。
■记者 黄京

学生社团
推选“百优十佳”

每个专业配备职业导师
目前， 该校已为每一
个专业聘请3-5名毕业10
年左右的校友担任职业导
师， 为在校学生分享职业
成长故事、 传授招聘面试
经验。
此外， 每年都安排专
项经费资助在校大学生组
建调研团队， 对所在专业
的往届毕业生进行职场发
展调研， 亲密接触工作现
场， 全面了解职业必备的

成人学士学位
外语考试18日报名

专业技能。 该校最新建设的
“职 业 选 择 能 力 训 练 实 验
室”，将职业选择能力提升分
解为10个核心环节、30个标
准步骤，开设职业测评、职业
认知、简历诊断、心理调适、
表达沟通、求职礼仪、团队协
作、 无领导小组讨论及职场
适应等实验课程训练， 通过
硬件化、标准化的系统，让大
学生自助地提升职业选择各
项能力。

本报9月13日讯 今日，
由共青团湖南省委、 湖南省
学生联合会主办的2017年湖
南省高校最受欢迎“百优十
佳” 学生社团网络推选活动
正式启动。活动将评选出“十
佳”学生社团10名、“百优”学
生社团100名、最佳组织奖10
名、最佳指导老师10名。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舒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