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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万山找到心中桃花源
王清晨的求学经历算是比较
丰富。他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
王清晨：辽宁铁岭人。经济学 院 2019
本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硕
博士毕业生，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在校期
士生；
参加工作两年后，
他二度征
间发表学术 论文 6 篇(CSSCI)，参 加国家哲
战考取了我校博士生，
来到曦园。
学社会科学、教育部等重大科研项目，曾获
今年毕业后，
他离开繁华的上海，
到吉林做了一名选调生。
复 旦 大 学 博 士 生 学 术 论 坛 (经 济 篇 ) 二 等
他回首走过的路，工作、读
奖。现为 2019 年吉林选调生。
博、选调，三段经历彼此缠联，虽
几度转舵，在尝试与抉择中却始
终有一根磁针指引着前行的方
而且，再平常的岗位也是需
有质疑过当初的选择，隐士般地
向，这根磁针叫做责任，对自己、 要能力的。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
在学术土壤上辛勤躬耕，因为他
对家庭、对更多的人。王清晨说， 当中，王清晨逐渐认识到自己在
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目标，
“来到曦
心中有爱，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决策高度、
协作能力、
人际交往等
园后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通过
人生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都将连
方面存在的局限。
读博提升个人实力，在毕业后找
接起通往桃花源的必经之路。
由于在上海工作，王清晨来
到一份自己满意而且富有挑战
从弱冠之年到三十而立，王
复旦游玩过几次。打动他的不仅
性、
能带来更大成就感的工作。”
清晨始终追寻着心中的桃花源。 是优美的环境与丰富多彩的活
他还特别提到了班级是一个
而今，他已然看见了那片美丽的
动，更是这里拥有全国顶尖的理
团结的集体，同学们互相无私地
风景。
促使他下定决心， 帮助，
论经济学实力，
“我们班有明确的目标，那
梦想扬帆起航
同学
“我要考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圆自
就是成为上海市优秀班级。”
王清晨从小就有读博士的梦
己一个曦园梦、
读博梦，也为再有
们非常团结，学术水平比较高的
他却充满
想，但是在硕士毕业时，
。王清
几年时间进一步提升自己”
同学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经济
着迷茫：
“ 虽然一直有读博 的愿
“当然，还有一
晨说到这里笑了，
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常 请大家吃
望，但是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
班委们各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作这两
饭，
为班级订制篮球服；
读博，
而且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我
年攒的钱足够供我读博士了，不
司其职，服务同学，
“事情虽然琐
那时就想着早点挣钱养家，所以
却让大家感受到家的温暖。”
会给家里增添负担。”
碎，
就工作了。”
目标点亮未来
三年的博士生生活如果是一
王清晨在一家国企的上海分
与美好的期望不同，王清晨
幅画，恩师田教授便绘出了其中
公司结算部担任业务员，主要负
三年的博士生涯充斥着苦闷与压
最鲜亮的颜色：
“田老师每逢寒暑
责公司内部各部门以及总部与公
力。博士生一年级的课程很多，
他
假就组织宏观经济学讨论班，每
司之间的结算业务。这是他工作
大大
在学术研究方面又几乎是零基
学期集中学习 40 课时以上，
生涯的起点。财务公司就像是集
础，
“ 感谢我的导师田素华教授， 提升了我对经济学的认识和理
团内部的银行，平时的工作主要
有一次，
他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从零
解。”
田教授和王清晨在
就是资金的上划与下拨，比较单
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到了博士生
第五教学楼讨论博士论文选题，
调，
“每个人就像是庞大机器上的
二年级时，他的生活变得规律甚
一直讨论到了凌晨一点，教学楼
一枚螺丝钉，每天重复着类似的
每周放一天
至有些乏味、
单调了，
早就关门了，王清晨向看楼大爷
机械工作，虽然踏实，
但似乎对青
假，其余时间都是上午 8 点到文
求情才被放出来。
“田老师更多是
两年里，他
年人来说缺少挑战。”
科图书馆查文献、写论文，一直待
身体力行，在不断的讨论和合作
在现实的考卷中检验能力，也在
到晚上 10 点才踏着闭馆的音乐
中让我知道如何做学术，如何写
回望内心的过程中，
探寻
“人生的
声离开。
文章，
如何积极与人合作。”
这种平稳的生活不
追求是什么。”
这样的生活却有另一种无声
王清晨在读博过程中加深了
是他想要的，他渴望能担负起更
的压力弥漫，原来的同学大都进
对经济学的认识，更加理解了社
找到工作的成就感。想
大的责任，
入了人生新阶段，或是结婚生子， 会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明确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离不开自身
或是在工作中小有成就，只有他
了未来想要从事的工作方向。回
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还在当学生。但王清晨却从来没
忆三年博士生涯的收获，他一一

【一线来稿】

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望是生命的源泉，
失去它生命就会
精神的空虚和意志的消沉
枯萎。”
也成为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知识青
中文系 周 斌
年的一种通病。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
虽然在
除了学好语文课本外，
还利用课余
70 年代初，由于母校老师的
人生道路上曾经历过一些曲折和
时间阅读了不少现当代作家的名
关照，
我被借调到学校当了一名代
但更多的则是获得了事业的
磨难，
著，
不仅在文学修养上受到了很多
课老师，
开始走上讲台从事教师这
还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之
发展和人生的幸福。
熏陶，
一神圣的职业。这已经是一份相当
70 年的人生历程，尽管在不
情。那时，
我曾幻想将来能当一名
不错的工作了，
为此我内心充满了
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一些重要收获， 作家或评论家，
终身从事自己喜爱
感激之情。进校后努力工作，
不断提
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还是“文
的文学事业。但是，
1966 年高中还
高业务水平。那时候学校图书馆没
革”结束以后恢复了高考招生制
未毕业时，
恰逢
“文革”
开始，66 级
有什么可供阅读的好书，只有一套
度，让我很幸运地考上了复旦，
进
高中生都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 《鲁迅全集》可以借阅。这套书便成
入中文系这一历史悠久、
名家辈出
更何况我们 67 级高中生了，此时
为我的精神食粮，使我在学习阅读
的院系学习，由此开始了人生起
内心对前途充满了失望和迷惘。后
中不断增长学识并提升自己的思想
飞，
并逐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来到农村插队务农时，
因为家庭出
境界。
后来因为我工作表现出色，
得
在中学读书时，
因为班主任是
父母遭受批斗，
身等原因，
我们几个
以转正成为正式教师。于是，
对未
他在学习上
语文老师，
我是班长，
孩子也受到歧视。面对现实磨难， 来人生的新希望也逐渐在心中油
不仅经常辅导我写
对我格外关照，
我只求能通过劳动获得温饱，
能平
然而生。
至于未来的前途，
作文，
还帮助我给《青年报》投稿， 安度日，
己经没有
粉碎“四
“希
所以我对语文学习特别感兴趣。我
什么太大的幻想和希望了。而
人帮”以后，

（第二版）
《中国思想史》
作者：
葛兆光
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
“主动学习能力、思辨能
解视野，
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
细数道：
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
力、分工协作能力……这些能力
都在读博期间得到了很大提升， 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
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
也将在未来让我受益匪浅”
。学术
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
研究与工作在很多方面是异曲同
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
工，
都需要多方面素养。
思想与信仰的
的土壤的一般知识、
服务成就自我
历史，
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
王清晨通过层层选拔考上
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
了吉林选调生，被吉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录取。谈到这个选择， 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
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征丰富的
他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
古代文献，
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
读博士的过程让王清晨看到
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
了自己在学术方面的天花板，
“相
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
较于搞学术，我更适合也更愿意
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希望
搞实务工作。”曾经的工作与生
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
活经历也让他反思内心的真正渴
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
望，
在关照内心需求的过程中，逐
起来的。论者评此书
“突破了以往
渐明白自己想要在工作中获得成
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
就感，
做一个被需要的人，实实在
在地做一些事情，在服务社会的
法，试图从知识、
思想与信仰三者
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
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
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
王清晨在服务班级服务校园
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
的过程中坚定了做选调生的想
认
法。在曦园，
他遇到许多优秀、
真的同学，
“ 来自不同的专业，有
不同的学科背景，帮助我构建了
对祖国的立体认知，也坚定了投
身基层、
服务社会的目标。”
“我认为工作的意义就是先
身体力行
成就别人，
再成就自己，
践行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展望
王清晨讲了四个字：忠、
孝、
未来，
这也是他选择成为选调生
仁、
义，
最重要的理由：
忠于祖国，
孝于父
母，
仁于群众，
义于同志。
（增订本）
文 / 吕京笏 刘岍琳 《中国文学史新著》
主编：
章培恒 骆玉明
本书是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
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而又
作为一名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教
独具特色的描述。作者根据马克
师，
我受学校委派参加了县里的社
思主义理论，以人性的发展作为
会主义教育工作队，
到农村进行社
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吸收西方
会主义教育工作。在此期间，
听到
形式美学的成果，把内容赖以呈
了恢复高考招生的喜讯，
利用业余
第一志
现的文学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
时间仓促复习参加了高考，
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风格、体裁、叙事方式、由各种艺
术手法所构成的相关特色等）作
我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与向
为考察重点，进行相应的艺术分
文学班的学
往，
成为中文系
“7711”
析；严格遵照实证研究的原则，伴
员。我担任班级学习委员，
成为学
随必要而审慎的考证，通过对一
以后发展的第一批学生
校
“文革”
连续 4 年被评为校
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读和若干长期
党员，
“三好学
生”
，
最后一年还被评为
“上海市三
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其
。毕业后我留校工作，
他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以探寻
好学生”
担任
中文系 8811 级本科班的辅导员。 和抉发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演化
和中国文学 古今演变的内在联
编制也被落实在现当代文学教研
系，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乃
室，
由此开始了
“双肩挑”
的大学教
是中国古代文学合乎逻辑的发
师生涯。
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快了
它的出现而非导致了中国文学航
向的改变。

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