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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对话
“我做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路雅是那个希望接棒传承梵语的人。她和
很多其他因为调剂才到梵语专业的同学不同，
路雅上高中时就已经确定保送北大中文系，但
是在她的强烈坚持下，她调换到了更冷僻的梵
语专业。

这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女生对梵语有一种
超乎寻常的执拗。她认为，中国的梵语文献方
面的人才欠缺，而自己愿意投身于此。

“我学了一个不热闹的专业，希望在社会
上做一个不那么浮躁的人。”这是路雅的心声。

只是，无数进入小众专业的学生，他们却
势必要经历一种纠结的过程。

即使是路雅这个把梵语当成信念的学生，
她内心依然会犹豫而纠结，甚至产生挫败感。

“我自己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我做这样的研究
有什么意义，做出来写本书，这么的小众，能看
懂的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路雅后来打消疑
问，是因为她想清楚一个问题，她选择做这样
的研究，不是因为让更多人知道自己。

和同学辩论
“劝了不少师弟师妹留下来”

相比路雅，刘智硕面临的尴尬不是源自自
己，而是身边不断有想要逃离草业科学系的同
学。当初和他一个寝室的六个男生，如今已经

有两个转去了其他专业。班里原来的班长，刚
进校时，父母每天会给他打电话，说的全是换
专业的事。“我曾经和想换专业的同学辩论，希
望他们能留下来。”但是老班长最终还是转走
了，刘智硕当上了班长。整个班转走了13个人。

“好在我还是劝了不少下一届的师弟师妹
留下来。”刘智硕说，很多学生刚进草业科学
系，其实对这个专业通常一无所知，而这门学
科在社会上并非是热门讨论的话题。“如果真
的兴趣在其他地方我不劝，可他们只是因为觉
得草业科学冷门转到其他并不是喜欢的专业，
我肯定会好好劝他们的。”

为自己谋划
计划读研时换专业

袁勇是北大梵语专业大二学生，他也曾是
2014年泸州高考文科第一名。他因为对历史文
化感兴趣，接受了调剂去梵语。

“好多人都是因为季羡林先生知道梵语这
个专业，但是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因为季羡
林先生，对梵语这个科研的投入可以持续多
久？未来还有多少人会选择这么小众的专业？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学术一代代守护下去，但
现实的情况就是好多人不得不考虑未来出
路。”袁勇喜欢梵语，但他计划在读研究生时换
专业，准备攻读硕士的方向是专业稍微大一些
的历史文化研究。“每个人在考虑未来出路的
时候，还是要想现实的问题。”

印尼海军舰船
袭扰枪击中国渔船渔民
外交部：强烈抗议、严正交涉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就印尼海军舰船袭
扰枪击中国渔船渔民事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18日印尼海军发言人称，印
尼海军舰船当日在纳土纳群岛海域扣押1艘非法
捕鱼的中国籍渔船和7名中国渔民，其间还进行过
警告性射击。请中方对此予以确认。

华春莹说，中国渔船 17 日在南海中国西南传
统渔场正常作业时，遭多艘印尼海军舰船袭扰和枪
击，造成中国渔船受损，1名船员中弹受伤，另外1
艘渔船和船上7名人员被印尼方抓扣。

她说，接到消息后，中方紧急派遣在附近执法
的海警舰船赶赴事发海域保护渔船渔民，营救伤
员，并通过外交渠道向印尼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
交涉。18日晨，我受伤船员已紧急送至海南省当地
医院救治，目前伤情得到控制。

华春莹表示，事发海域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
和中印尼双方海洋权益主张重叠海域。印尼军舰滥
用武力，袭扰枪击中国渔船，侵害中国渔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
的国际法，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对此种
滥用武力的行为强烈抗议和谴责。

“中方敦促印尼方不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
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
处理海上渔业问题。”华春莹说。 据新华社

满腔热血捍卫不灭的信念
——《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保存记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在战火连天的岁月
里，哪本书承载着怎样的理想与信念，值得用鲜血
和生命来捍卫？山东东营广饶县刘集村共产党员的
回答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

1975 年，文物工作者来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
物。村民刘世厚提及自己仍保存着当年大伙学习

“大胡子”的那本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经过一番
劝说与动员，刘世厚捐出了珍藏40多年的《共产党
宣言》首译本，也揭开这个鲁北农村学习、传承、捍
卫马克思主义的一段往事。

1920 年 8 月，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
《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问世。但由于排版疏漏，
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被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
约1000册的错版书，遂全部赠阅。有一些就随着次
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奔向各地。

1926年的正月，在济南工作的共产党员刘雨辉
回到家乡广饶县刘集村省亲，临别前将一本《共产
党宣言》首译本赠与族中的共产党员刘良才。此时
的刘良才，已在前一年建立中共刘集村党支部，并
担任第一任书记。
拿到这本书的刘良才如获至宝，经常与支部成员一
同研习。为避人耳目，用棉被掩住窗户、点起豆油
灯、让妻子在屋外望风都是必备的手段。

1931年，为保护在广饶身份暴露的刘良才，上
级党组织委派其担任潍县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
他将《共产党宣言》首译本托付给刘集村党支部委
员刘考文。

1932 年，广饶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刘考文被
捕。1933年，因叛徒出卖，刘良才在潍县被捕，随后
英勇就义。这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下落，也成
了一个谜。

人们后来才知道，刘考文在被捕前又将首译本
交予为人忠厚低调的党员刘世厚。随后的岁月里，
这本书被仔细包裹着，藏在炕洞中、躲在粮囤下、掖
在墙眼里，但未曾离开刘世厚的左右。

刘集村的后人们，没有忘记近百年来老辈人的
坚守与牺牲，更以这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自豪。42
岁的刘洪燕从事钢材贸易十几年，每次结交新朋
友，会以“来自刘集”“是一名党员”来介绍自己。“前
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认可，我更有底气来维护这
一名誉。”刘洪燕说。 据新华社

安徽一副镇长网约车载客被举报
纪委正进行核查

安徽歙县一副镇长用网络约车软件“接单”驾
私家车载客，被出租司机拦截并向县道路运输管理
所和县纪委举报。目前，洪某的私家车被暂扣，由于
洪某利用网络约车软件接单经营行为发生在上班
时间，县纪委正按组织程序，对这起举报进行核查。

6月15日上午，歙县开发区某小区附近，安徽
歙县某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洪某的黑色轿车刚停下
来，就被几位出租车司机拦住。拦车的出租车司机
随后到歙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举报洪某涉嫌开“黑
车”赚钱，并向县纪委反映洪某身为公职人员，在工
作时间开“网约车”赚钱。

歙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所长胡志陆介绍，当天
上午接举报后，歙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交警、辖区
派出所民警等先后赶到事发现场。由于“私家车从
事营运目前并未被相关法规许可”，运输管理所认
为洪某用滴滴打的网络约车软件“接单”涉嫌违规
经营，对洪某的私家轿车予以暂扣。胡志陆说，运
管部门仍在多方调查取证查实，到底如何处理，现
在还无定论。但依据相关法规，最高可处“5000至2
万元罚款”。

歙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初步调查了解到，洪某的
约车软件显示其自5月份下载了网络约车软件以
来，多在上下班途中或休息日“接单”载客。6月15
日上午，洪某是在往县直单位递交材料途中接单后
顺道载客。

歙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洪某利用网络约车
软件接单经营，由运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县纪委
也正在对群众举报按组织程序进行核查。若运管部
门认定洪某是利用网络约车软件接单“违规”经营，
因其公职人员身份且行为发生在工作时间，县纪委
也将对洪某进行批评教育和其他相应的处理。

据南方都市报、新华社

女主角在美读研
不是原来的专业

“我从不主动提起
自己学什么”

因“一个人毕业照”
走红的北大古生物专业
毕业生薛逸凡，曾在微
博上感慨：“四年内看多
了各种人对我所学专业
的惊诧反应，最初确实
满足了小小的虚荣心，
但是后来只剩下满满厌
烦，无奈和回应的疲惫。
以至于在后两年内，我
从不主动提起自己学什
么，若生人问，就报生物
搪塞一下。”

“你什么专业的？”
“那个，你可能没听说过，古生物学。”
“啥生物学？”
……
曾经因为拍“一个人毕业照”走红网络的

薛逸凡，两年前从北大古生物专业毕业。两年
过去，她已经修完美国卡内基梅陇大学计算机
生物学硕士，即将攻读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生物医学信息学的博士学位。

成为网红，并没有改变薛逸凡早已定下的
生物领域方向的研究目标。她低调地在美国求
学，两年之内拿到了硕士学位。

爆红过后，并不能改变北大古生物学依旧
的高冷。古生物学今年毕业的应届本科学生，
依然只有一个人。

尽管总会被怀疑工作难找，老是一个
人毕业的北大古生物学专业，从2008年起
招收的本科生，6个毕业学生或是已经开
始学术研究，或是依然还在继续深造，大
部分并没有离开这个领域。

有勇气选择古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也
有着各自的独特之处。

第三任学生刘拓，因为喜欢，本科选
择了古生物专业，也因为喜欢，研究生去
了考古文博学院，从古生物跳到了考古方
向。而他在薛逸凡之后成为红人，是因为
他的“全球古迹旅游”去了伊拉克，一度被
当成恐怖分子被当地政府军扣押。

“一个人追求自己想做的事，并真真
切切踏踏实实去做了。”这是薛逸凡对自
己以及刘拓的评价。

“古生物学本来就是交叉学科，给我硕
士专业的学习打下一个好基础。”在美国学
习两年，薛逸凡并没有不适应，她硕士的研
究内容属于进化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本
科期间要求她从古生物的角度看待进化，
结合地质学，这为她提供了不同角度的体
验，使她能够更为全面地看待研究的问题。

而薛逸凡在美国发现，不管是为了就
业还是为了兴趣，专业的选择大家都是习
以为常。为了就业而学的专业，也可能很独
特，特别是开设自己制定专业的院校，学生
甚至可以结合自身就业或创业的需求而自
己设计自己的课程方案。为了科研或深造
而学的专业，则可能非常偏向数理这样的
基础科学，或者是人文历史艺术这样的精
专专业，取决于学生兴趣。如果有人觉得学
冷门专业奇怪，或者表达出过多关注和评
判，可能反而是一种奇怪的表现，甚至会被
认为是有些不尊重他人的表现。

薛逸凡并不觉得小众专业没有春天。
在她看来，小众专业不能成为很多学生的
第一选择，并不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些小
众专业大多集中在基础科学，人文艺术
中。这些专业本身也往往需要学习者有浓
厚的兴趣才能融会贯通。小众反而帮助筛
选出真正感兴趣的学生进入这些专业，未
尝不是一种好处。

再过半个月，薛逸凡的师弟安永睿就
将结束自己的古生物学本科生涯，而他最
怀念的，却是烈日下田野调查挖出了三叶
虫的化石。一切，始于兴趣。

即将退休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
授王邦维，并不希望刻意吸引更多学生非
要来读梵语。这个固执的梵语坚守者甚至
会给想要来报考他研究生的人泼冷水。

“这个很难，不是真的感兴趣就不要来。”
在他的心里，没有冷门专业与热门专

业之分，只有能不能学好的区别。

古生物专业
“一个人的专业”，“六代单传”

薛逸凡一直都知道自己选择的专业注定
是寂寞的。她在回复成都商报记者的邮件中表
示，在国内读书时，不是很熟悉的人总会对她
毕业的发展、就业会更关注，而这种关注倾向
确实会给人一定的压力。

古生物学，这个寂寞和冷僻的专业，自从
北大在2008年设立以来，总共也只毕业了6个
学生，被媒体喻为“六代单传”。

而对于薛逸凡的师弟安永睿来说，“一个
人的专业”一开始带给他最强烈的感受大概是
某种孤独感。

“我们那届元培学院的学生有150个人，也
只有我一个选择古生物专业。”安永睿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其他同学选经济、工商管理、数
学、物理的更多。而确定古生物学，是源自安永
睿从小对于地理方面的兴趣。

这名贵州男孩已经通过了毕业答辩，并保
送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第四纪地质方向直博
生。拿到毕业证之后，他将开始一段从云南到
西藏的暑期旅行。

梵语专业
4年才招一次，9个学生剩下7个

而和古生物专业相比，北大的梵语专业同
样是那个永远热闹不起来的专业。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
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22年间带了6个博
士和6个硕士。而梵语专业的本科，现在则是四
年才招一次，最近的是2014年这个班，刚进校
时有 9 个学生。与此对应的是，北大的梵语专
业，却是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拥有本科、硕士、
博士的学科，尽管顶着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大
师的光环，却依然寂寞而清冷。

王邦维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梵语专业前身
是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在1946年创办。

“这个专业不能换钱也不能变现，它从来
就不是一个现实的专业。”王邦维直言不讳梵

语在大多数人心中的印象。
9 个学生现在也只剩下 7 个。北大外国语

学院南亚系副教授萨尔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有两个学生转去了其他专业。一个去了英语，
一个去了元培学院。

以前，学生要把梵语当成就业方向，只能
选择去科研机关和高校等地方，就业可选择的
范围窄。这两年，高校和科研机关接受人的能
力也有限，可能中间有一些学生就改行做其他
的了。“毕竟研究梵语不需要那么多人，这和学
科构建建制以及容纳能力相关。”

草业科学系
“正因为人少，才可以一对一辅导”

“我们和古生物学比，学生还挺多的，这算
安慰吧。”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系大二学生
刘智硕开了一个极冷的玩笑。

其实，他就读的草业科学系并不比这个笑
话热多少。草业科学系一个年级一个班，刘智硕
所在的班刚进校时有30人。而现在，包括后来的
两名转校生，也只有19个人。草业科学系的老师
却有20多人。这个高中热爱植物的男生，是他们
班极少几个第一志愿就填草业科学的人。

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系副教授张蕴薇
说，“我们这个专业小归小，毕业学生少，从业
人数也少，但正因为这样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机会其实更多，走上行业内金字塔尖相对来说
不用削尖脑袋。”张蕴薇介绍，正因为学生人数
少，才可以实行大一学生就能接受导师一对一
的辅导，有些优秀的学生大三可以做硕士课题
研究。而作为重点学科，草业科学系拿到的科
研基金并不少，5年达到一个亿。

张蕴薇说，草业科学系的学生和老师的接触
会更多，出国留学的机会也会很多。当然，本科毕
业选择去找工作的学生，却很少从事与专业有关
的工作。草业科学系的就业方向，包括林业局、生
态环境机构、园林公司或者牧业公司，但不少职
位都需要学生去到相对偏远的地方。“有些学生
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愿意去小城市，但选
择呆在北京就没有那么多对口的工作。”

“一个人的毕业照”

““这个专业不能换钱也不能变现这个专业不能换钱也不能变现，，它从来就不是一它从来就不是一
个现实的专业个现实的专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

““未来还有多少人会选择这么小众的专业未来还有多少人会选择这么小众的专业？？我们希望可以我们希望可以
把这个学术一代代守护下去把这个学术一代代守护下去，，但现实的情况就是好多人但现实的情况就是好多人
不得不考虑未来出路不得不考虑未来出路。”。”

——2014年泸州高考文科第一名、北大梵语专业学生袁勇

冷门专业，
好在哪里？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泼冷水
“这个很难，
不 是 真 的 感
兴 趣 就 不 要
来。”

点个赞
“一个人追求自
己想做的事，并
真真切切踏踏实
实去做了。”

观点

现实

选择

成 都 商 报 记 者 调 查 国 内 高 校 部 分 冷 门 专 业 现 状

“我毕业之后，古
生物学只有一个
大一的在读了”

薛逸凡的师弟、北大
古生物学2016年毕业生
安永睿，成为北大该专
业本届的唯一毕业生。

“我们那届元培学院
的学生有150个人，也只
有我一个选择古生物专
业。”“我毕业之后，古生
物学只有一个大一的在
读了，大二大三都没有
学生。”

再过半个月，安永睿
就将结束自己的古生物
学本科生涯，而他最怀
念的，是烈日下田野调
查挖出了三叶虫化石。

北大古生物专业2010级毕业生合影，仅薛逸凡一人

薛逸凡的师弟安永睿

光辉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