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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青年教师遭遇工作生活重重考验

“青椒”的焦虑知多少？
□本报记者 王晖

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我省

高校教师总数的六成多，这些青年

教师大多出生于20世纪 70年代

和 80 年代初期，寒窗苦读 20 余

载，而今终于在高校谋得一席之

位，没来得及喘口气，科研论文、职

称晋升、教学评估、结婚买房，生活

中的诸多压力和烦恼让这一被网

络称为“青椒”的群体常常感到

焦虑。

“美丽身影”
彰显责任与担当

让高校青年教师普遍感到的
压力都有哪些？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这种压力有学术上的，有生
活上的，更有整个社会以及周边
环境的。

任教于郑州一所二本学校的
博士张向松说：“我认为，最大的
压力来自科研。我们国家的大学
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
大家为了科研而科研，究其原因，
主要是职称评定要跟科研论文挂
钩，而承担教学任务的老师平时
少 有 时 间 做 自 己 的 课 题 和 论
文。这种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
教学’现象，使科研处于劣势地
位的青年教师在薪酬分配、职称
晋升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导致
他们失去对教学工作的热情，转
而把更多精力投向科研。‘青椒’
们的科研之路也充满坎坷，许多
人博士毕业来到高校，没有自己
的科研团队，申请课题中标率又
低，因此只能跟着老教授们做，发
表 论 文 时 署 名 自 然 是 排 在 最
后。”

目前我省大学多数规定，博

士毕业进入大学工作先当讲师，3
年后具备申请副教授资格。而实
际上很多高校讲师晋升副教授的
年限在4到6年之间，晋升副教授
5年后可申请教授，8到 9年晋级
成功的实属正常。最让青年教师
们焦虑的是，学校高级职称是有
比例限制的，经过多年职称评审，
名额已基本饱和，只有等待老教
授退休后空出若干名额，竞争激
烈可想而知，难怪有人调侃道，对
于“青椒”来说，高级职称就好
比水中花镜中月，真真是“我等得
花儿也谢了”。

除此之外，让“青椒”们感
到不安的还有日益增加的生活压
力。35岁的“青椒”李子健感慨
道：“博士读完即使年龄小的也
已奔三十了，成家立业的问题就
摆在面前。我每个月工资补贴加
一起 6000 多元，听着还说得过
去，可学校周边的房价已涨到每
平方米1万元了。读了这么多年
书，父母为我们已经做得太多了，
看着他们花白的双鬓，难道我还
忍心啃老？”

现状：
我省古籍约有100万册

目前，经过普查，我省古籍总量约
100万册，有222部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除图书馆、博物馆、藏经楼
等国家收藏单位外，还有大量古籍保
存在民间。

“我们省古籍藏书的特色和价值
在于地方文献，主要记录了河南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以及地
方人物。”7月25日，省古籍修复中心
主任谢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不
可再生的古籍，是中华民族文明成果
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
史见证。例如，明刻本《李卓武点评西
游记》、《嵩阳书院志》、《明万历刻本》
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建于1909年的河南省图书馆，是
国务院命名的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一百多年间积淀了卷帙浩
繁的古代文献典籍，馆藏多达40多万
册。这些古籍不仅需要特定的专业设
备和专业人员修护，也需要一个恒温、
恒湿、洁净、安全的特定收藏环境。

谢昱说，借助国务院实施的“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在省政府的关心支持
下，从2013年开始，省图书馆对馆藏
古籍保存环境进行了大规模整修，经
过三年多的努力，目前符合国家标准
的三个古籍书库已经开始启用，樟木
书柜、恒温恒湿、气体灭火、火灾报警、
安防监控、隔离区等设施设备一应俱
全，馆藏古籍保存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古籍修复可以延长它们的寿命，
但始终会走向衰亡。在进行抢救性保
护和修复的同时，为了更好的传承，我
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将古籍内
容数字化，进行原始影像保存。

保护：
妙手“书医”让古籍焕发新生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古籍文献

的“医生”，通过“把脉问诊”，让它们的
生命得以延续。

7月25日，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室
的三位古籍修复师正在修复一部清代
史书。“这就是我们最近正在‘挽救’的
古籍，一套四册，一册六十多页，其中
一册下半截已经严重污损，拧在一起，
完全没办法翻页；还有一册，书页上有
大量霉菌和污物，字迹已经被覆盖。”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近30年的修复师夏
国军说，古籍常见的损坏情况包括书
口开裂、破洞、虫蛀、变脆、发霉、表面污
损等，不同情况需要用不同的处理办
法。

夏国军表示，要完成古籍整个修
复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有时候，一
本书要耗费几十天甚至数年光景。

在修复室里，除了修复台和超声
波修复仪，还有燃气灶、蒸锅、抽油烟
机和洗菜池子，看起来像个“厨房”。

“你们在这里做饭？”面对记者
的疑惑，夏国军笑了，“古籍有时候需
要上锅蒸，就像蒸馒头一样。”原来，
蒸、煮等都是古籍修复工作所常用到
的办法。一些古籍粘连后一触即碎，
用普通的手法是无法把书页一张一
张地打开处理的，就得使用“上锅蒸”
这一招。

蒸古书可比蒸馒头技术含量高，
要时刻把握火候，不能把书蒸得太
湿，“潮潮的就好”，所以要不时地开
锅来看，蒸好了之后，粘在一起的书
页就能比较容易地打开了。夏国军
说，这一招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传承：
海量古籍呼唤更多“书医”

在古籍书库中，海量的破损古籍
正在等待“医生”们的救治。谢昱说，
我省50%以上古籍需要修复，但从事
古籍修复技艺的人员却屈指可数。

“古籍修复是件苦活、细活、安静
的活，它和传统手工艺一样，有着失传
的隐忧。做这项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和发自内心的热爱。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愿意学这个，这也是今天古籍修复
人才匮乏的原因。”谢昱说，古籍破损
后要用新纸粘补，新纸的颜色、纹理必
须跟老纸相同，例如具有1000年保质

期纸张的古籍，就不能拿只有200年
保质期的纸张进行修补。因此，古籍
修复师需要积累各种知识，熟悉各个
朝代书籍的形式和版本，了解各个朝
代纸张、书皮及装订风格，更需要娴熟
的技艺。

90后李睿智是省图书馆修复室里
年龄最小的古籍修复师，做古籍修复
刚刚一年多，但她已经熟知如何对付
古籍的各种“病痛”。“当我第一次看到
整齐平放在书架上的古籍时，心中的
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李睿智说，
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古籍修复师这个行
业，保护好、传承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历
史文化遗产，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
之魂。⑥6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邢永田

7月 26日，省人民医院微信朋

友圈里，不少人都在为一位“白衣天

使”点赞。照片上的女孩文静端庄，

笑容甜美。可谁又会想到，就在两天

前，身材娇小的她在一游泳馆内，一

个箭步奋不顾身跑去，跪在硬化的地

面上为一名意外溺水者实施抢救。

由于现场是在泳池旁边，并没有留下

任何照片，唯独家人后来为她拍摄了

一张淤青的双膝，记录着那个惊心动

魄的生死抢救。这位挺身而出的“白

衣天使”，就是河南省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一病区护士王少英。

妙手“书医”修古籍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长达两个月的
暑假一直是大学教师的“福利”。然而，
记者最近采访郑州几所高校的青年教
师，却发现他们的暑假过得比平时还
累。7月26日，记者拨通80后教授徐天
放的电话时，他刚刚坐上高铁，准备去西
安参加一个学术交流。这是他博士毕业
后的第三个暑假了，假期一开始，他就为
自己制定了密不透风的“恶补”计划：参
加3个学术会议，修改2篇论文，还要完成
一本专著的校对。“上星期我刚从北大一
个高级研修班学习回来，即使是在假期，
走在北大校园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
是神色匆匆的，就仿佛是在赶地铁。”

徐天放在电话那头苦笑着说：“都说
中小学生假期负担重，其实我们也有一本
厚厚的暑假作业。身边的同事跟我差不
多，暑假过得比平时还累，理工科老师埋
头写论文做实验，文科老师忙着社会实践
课题调研。”

对于郑州大学“青椒”周博士来说，暑
假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可以腾出时间张罗
自己的论文和课题。他说，自己上半年每
周都有8个课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为了把课讲得精彩，必须使出浑身解
数，泡图书馆、下视频、做课件，学期末学
生打分，他在全学院位居第二。刚要松口
气，但一想到明年底就要申报副高职称，
申报表格里对发表论文数量、是否核心期
刊以及申报课题级别都有严格规定时，心
里就沉甸甸的。周博士一边摇头一边告
诉记者：“‘传道授业解惑’难道不是教师
的主要职责吗？为什么职称评定时对于
教学情况却很少提及？平时在学校备课
上课占用了我80%的精力，只能趁着放假
拼一拼了。我每天6点起床直奔实验室，
下午4点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修改论文
一直到深夜，压力山大呀。”

青年教师苦读多年，一出校门就遭
遇工作生活重重考验，他们做梦都想过
更加体面的生活，渴望实现个人价值并
得到社会认可。

“大学里急需两种人才，一是大家
都在争抢的学术大师，一是具有发展
潜力的青年学者。前者可以通过优厚
的待遇引进，后者则只能自己培育，这
一点全世界的大学都一样。”作为访问
学者刚从英国归来的中原工学院人事
处处长孙斌博士认为：“如果连大学校
园里的教师都没有了‘悠闲’，没有了
无拘无束的思考时间，那么我们的学
校就太急功近利了，这岂不是大学的
悲哀？”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我国颁布
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大教育、科技和其
他各类人才工程项目对青年人才培养
支持力度，在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中
设立青年专项。

越来越多的大学也积极行动起来，
在政策上向“青椒”给予倾斜，购置住
房，提供安家费，提高收入，这些饱含温
度的“民生工程”为“才露尖尖角”的青
年教师群体带来了更多希望。

以中原工学院为例，在教师培养方
面，学校出台了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办
法，对培养期间的青年教师提供每人每
年2万元的津贴，并实行低职高聘；出台
了校内特聘教授评聘办法，对校内特聘
教授提供每人每年6万元的校内特聘教
授津贴，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在教师考
核激励方面，大幅度提高青年教师的收
入水平，建立了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
际贡献紧密联系和鼓励创新的分配机
制。与此同时，持续组织讲课比赛、教
学技能大赛、多媒体课件大赛，设专项
经费激励教师从事教学研究，提高教学
能力；还建成教工生活区，解决了“青
椒”的安居问题。

河南大学则探索个性化的师资培
养模式，设立了青年科研人才种子基
金、优秀青年科研人才培育基金和杰出
青年科研人才培育基金，以杰出青年科
研人才培育基金为例，旨在培育冲击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等国家重大人才计划的杰出青年科研
人才，实施两年来，每年拿出800万元
专项经费，对遴选出的20位青年教师在
科研条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⑥6

一本厚厚的
“暑假作业”

“我等得花儿也谢了” 让“青椒”过得更体面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近日，央视纪录片《我在故宫

修文物》走红，也把文物修复这

一工作推向了聚光灯下。当尘

封数百年、破损严重的国之重器

在文物修复师的手中重新焕彩

生辉时，观众心中的震撼感油然

而生。古籍修复，就是文物修复

其中一项。

河南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留

下了浩如烟海的珍贵古籍。然

而，历经漫长历史岁月，这些多

数存放在图书馆、博物院、藏经

楼等场地的宝贝，很多已损毁严

重，面临着留存与修复、传承与

发展的问题。

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师在修复古籍。

日常工作中的护士王少英。

暑假期间，青年教师忙“充电”。 邓放 摄

A

B C

“膝盖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命关
天啊，这也许就是职业习惯吧。”听闻记者
和病区患者担心她的腿伤，这位90后护士
倒是显得淡定从容。

据王少英讲述，事情发生在7月24日
下午 6点 40分左右。当时她带着孩子正
在郑州市渠东路的一家游泳馆内游泳，突
然看见一位大约30岁的男子因意外溺水，
紧急被周围群众和工作人员救上了岸。见
此情景，她迅速上岸，向溺水者跑去。

“当时患者已经出现昏迷、瞳孔扩大等
症状，情况十分危急。”身为护士的王少英
深知，在这种危急时刻，需要立即对患者展
开抢救。

在众人的协助下，身材瘦弱的王少英
竭尽全力从溺水者背后将其抱住，双手交
握，放在患者腹部正中用力压迫。有效的
按压，促使溺水者口腔中喷涌出大量的水
和食物。紧接着，王少英帮助溺水者平躺
在地面上，用手清除口腔异物后，又立即跪
在地上对其实施心肺复苏。

受过急救培训的人都知道，徒手心肺
复苏需要耗费施救者大量的体力。由于连
续按压还没看到溺水者颈动脉搏动，王少
英一直在坚持，一刻也不曾停歇，一连对溺
水者按压了 1000 多次，直到 10 分钟后
120急救人员赶到，她才转向协助急救人
员扎针，等到为患者建立好输液通道后，这
才悄然离开。

“这个姑娘真不简单，看着瘦瘦的，动
作很麻利，因为抢救人连身边哭喊的孩子
都顾不上。”现场目击者赵女士回忆起当天
的场景，内心充满感慨。

近段时间，像这样流淌着温暖与感动
的“美丽身影”，在郑州市民身边出现了不
止一次。

今年3月28日下午6点，郑州30路公
交车上，一老人突然口吐白沫，失去意识。
同在这辆公交车上的郑州人民医院护士马
丹，见状后立即冲上前去为老人实施抢
救。因为抢救及时，老人渐渐恢复了意识，
终于醒了过来。

7月 14日下午 1点，在郑州市西三环
高架桥上，一位近 50岁的妇女突然从 10
米左右的桥上掉下，昏迷不醒。途经此处
的郑州人民医院护士张鑫娜见此情景立即
拨打120，并跪地为妇女实行心肺复苏术、
人工呼吸，直到急救车赶到后才悄然离开。

……
这些年轻、美丽的身影，在危急时刻不

顾一切地挺身而出，彰显出了“白衣天使”
的责任与担当。更为难得的是，她们都是
80后、90后的年轻人，很多还是父母的“掌
上明珠”，朋友眼中有脾气、有个性的“时尚
达人”，因为出于职业的本能反应，扎实过
硬的急救技能才让她们有勇气、有底气地
冲向了抢救一线，娇小的身材在那一刻却
显示出强大的能量。

正如王少英说的，“不管走在哪儿、穿
不穿工作服，我都是一名护士，都有责任和
义务帮助需要的人。”同事眼中这个聪明时
尚的姑娘，通过亲历公共场所抢救事件，也
有了新的愿望和期待，“希望能广泛传播普
及急救常识和健康知识，让更多的人受
益。”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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