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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 3 月起，夸夸群在各大

高校掀起了一阵热潮，以复旦大学为

例，夸夸群在短时间内就从一个扩建

到了十几个。清华北大的学霸们展开

“夸夸群好还是喷喷群好”的神仙史

诗级辩论更是把夸夸群顶上了微博

热搜。各类夸夸群短时间内在网络空

间中流行起来。“XXXX，求夸”的句

式一经发布，下面“XXXX，夸”的句

式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那么，到底什么是夸夸群呢？

“夸夸群“的前身是豆瓣的互相表扬

小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组员们每

天在组内和和气气，互相表扬，在夸

夸群中被夸奖是家常便饭。这些群大

都规定：群内只能发自内心的赞美他

人，积极发现他人的优点和长处，严

禁传播负能量，不能嘲讽。对于”夸夸

群“风靡高校的现象，身为大学生的

我们，享受其中，在现实中都是普通

的人，很难获得他人的认同和赞美，

“考研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论文写

不下去的时候” “实验做到一半，出

错了的时候”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它能给人正面与积极的情绪引导，对

于那些在现实中遭遇困境的人来说，

至少能带来一些温暖的慰藉与陌生

人的善意。

对于学生求夸的原因，上海政

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分

析，由于中国社会优质资源的稀缺，

所以大家都在拼命地学东西，中国

的家长和老师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孩

子，不大会夸奖。章友德认为，正面

激励能够激发孩子的自信心，鼓励

他们更好的成长，中国的家长需要

学会鼓励、支持，和孩子互动，这是

很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学生求夸

的心态，表明了生活中他们缺少这

样的激励。

但随着夸夸群走入了更多人

的视野。一时间，想尝鲜的用户纷

纷在淘宝、闲鱼等各大电商平台搜

起了夸夸群，这也让夸夸群的价格

水涨船高。据了解，同样一个商品，

几天前的价格还是 30 元，今天价

格就上涨到了 50 元，如果需要立

刻进群的话，价格则是 100 元。随

机调查的一家店在 5 天之内就收

入近 4 万元。

心理专家陈志林说，这类群的建

立，需要把握好一个度。去过度迷恋

虚拟虚幻的夸赞，可能会导致不够明

确自己，变得虚荣和浮躁，在现实中

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可能迷失自我。

因此他认为，同学们借此娱乐是可以

的，但需理性对待，不过于追捧，也不

用过于排斥，带着娱乐的心理去体验

就好。
（本报记者 余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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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院团总支 4 月 9 日，教育学院团总支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终

身教授丁钢于高新校区木铎厅举行了学术报告会。教育学院院长茹宗志对

丁钢教授进行简要介绍。随后讲座开始。丁钢教授以《创新型人才培养观念

和机制》为主题展开报告，提出了创新型人才和革新型人才两种知识生产模

式。他提出课程设置、学习组织、机制变革等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到场同学受

益匪浅。他希望同学们能成为在自己领域、专业的创新型人才。本次报告培

养了同学们的认知、合作、创新等关键能力，达到了预期效果。
@ 化学化工学院团总支 3 月 22 日，为进一步丰富学校的人文底蕴, 提

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修养，化学化工学院团总支于高新校区音乐厅举办“弘扬

校园文明礼仪，做知行合一大学生”活动。党委宣传部部长冯飞龙通过杨凡

门事件、学校吃饭事件、教师家的拜访等案例，就当代大学生所存在的问题

进行探讨，并提出当代大学生要将知识转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具备校园文

明礼仪基本内涵，遵守校园文明规范礼仪，做一名合格的当代大学生。
@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团总支 3 月 10 日，为迎接第 41 个植树节，进

一步增强青年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组织 3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并在学生辅导员赵川的带领下于蟠龙新区参加

宝鸡市第十四届“听众林”全民义务植树护绿活动暨第八届“打造生态新城，

筑梦一局蟠龙，我为宝鸡种棵树”认种认养活动。活动当日，志愿者们自带铁

锹、水桶等植树工具，按时聚集植树地点。植树现场，志愿者们挖坑、扶苗、培

土、浇水、各个环节衔接有序，配合默契。本次活动共植下 70 棵小树苗，为宝

鸡市增添了一片新绿，美化了环境。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团总支 3 月 5 日，为了进一步开展团建工作，提

高学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团总支学生会于

高新校区博文楼 1401 室召开了三月份工作例会。会上，团总支副书记王旋

带领全体学生干部学习了共青团十八届二中全会会议精神；团总支书记李

萍对三月份的工作进行了安排，要求各部在工作时提前筹备，注意配合，圆

满完成我院每一项工作。
@ 计算机学院团总支 12 月 18 日，计算机学院于老校区 1 号报告厅举

行 2019 届毕业生安全教育大会。计算机学院党总支书记张炳武、副书记任

海卫、全体学生辅导员和 200 余名毕业生参加了会议。会上，学生辅导员赵

小龙结合高校安全事故典型事例，提醒毕业生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自

我保护能力，着重强调了毕业生正式离校前开展各种庆祝和欢送活动时的

安全问题，告诫毕业生要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安全、稳定、和谐离

校。此次大会，进一步增强了我院毕业生对安全问题的重视，为继续保持大

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学院毕业生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综合报道 为使共青团干部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有效融入学校思政大

格局，校团委 2019 年团学干部主题读书班 4 月 3 日在高新校区开班，校党

委副书记栾宏为与会学生做党课教育，阐述了如何做一名让党放心、让青年

满意的团学干部。本次读书班的开班为我校建成高水平宝鸡大学提供了思

想指导，激励了我校共青团干部为共青团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 本报记者 王依轩采编）

1. 专硕和学硕的区

别？

专硕：以专业实践

为指导，重视实践和应

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

术上收到正规的、高水平

训练的人才。课程以实际

应用为指导，以职业需求

为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

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

能力。在学习过程中，要

求有为期至少半年的实

践环节，实践学分比重较学术学分更大。专

硕公共英语科目多考科二。入学难度较学硕

小，一般两到三年，不能硕博连读。

学硕：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

研究，培养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课

程设置侧重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重点培

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创新工作能力和素质。

学硕英语公共科目多考科一。入学难度大，

一般三年，可以硕博连读。

一般学硕可以调剂到专硕，但专硕不能

调剂到学硕。
2. 考研报名与考研时间

考研报名时间

(1) 网上咨询：9月 12 日-14 日( 可同

时报考多个院校,但一定要记住报考号)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

yz.chsi.com.cn

(2)预报名：9月25—30日(应届本科生)

(3) 正式报名：10月 10日—31日 每天

9：00—22：00

(4) 现场确认：11月 10日—14日 考生

到指定地点交费并照相

研究生考试时间：每科3个小时

第一天上午 政治 (8：30-11：30)

下午英语 (2：00-5：00)

第二天上午 数学或专业基础课(8：

30-11：30)

下午专业课 (2：00-5：00)
3. 考试科目与分数

科目共四门：两门公共课、一门基础课

(数学或专业基础)、 一门专业课

两门公共课：政治、英语;

一门基础课：数学或专业基础;

一门专业课(分为 13大类)：哲学、经济

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其中：法硕、西医综合、教育学、历史学、

心理学、计算机、农学等属统考专业课;其他

非统考专业课都是各高校自主命题。

考研分数(总分 500)

政治：100分   英语：100分

数学或专业基础：150分

专业课：150分

其中：管理类联考分数是 300分( 包括

英语二 100分，管理类综合 200分)。
4. 统考与联考

统考难度和联考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

效力也不一样，有点类似于普通高考和成人

高考。统考是正式招生，统考录取后名单上

报教育部统一在学信网上注册学籍，毕业后

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毕业证;联考针对在职

人员的非学历教育，联考录取后没有学籍，

满足一定条件后由学校发研究生课程结业

证书国家不承认学历，同时可以申请硕士学

位，效力也和研究生毕业证不同。
5. 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全日制：在基本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

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在学校规定修业年限内，在

从事其它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

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

研究生。

当别人遇到挫折，还在抱怨命运不公时，被冤入狱的安迪却在为获得自

由，做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其实上帝是公平的，重要还在于自己是否去争

取，当你还在彷徨，没有毅力时，那就赶紧去书中寻找答案吧。

“不要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并不是用水泥或石头筑成的，它

们就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无法到达，也无法接触，那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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