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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挂下电话，电话铃声就

又铃铃作响。昨天上午，浙江大学招生

办的老师，忙得不可开交。

浙大招生办主任夏标泉更是在不

停地接电话中，手机还没放下，座机又

响了；接起座机手机又响了。

他们接电话回答的， 都是有关

浙江大学自主招生面试怎样进行的

问题。

作为第一次加盟“华约”的浙江大

学，夏标泉透露，这次全国共有

1000

余

名考生进入到浙大的面试。 考生需要

做的是赶对考点、自信展示自我。

“我们学校的面试，

3

月

12

日至

3

月

13

日，也就是本周末两天时间。每位考

生的具体考试时间， 会在浙大本科招

生网公布。 ”夏标泉说，这次浙江大学

自主招生面试，

2

天内同时在全国

7

个

城市展开。

华东地区的考点设在杭州， 华南

地区的考点设在广州， 华中地区的考

点设在武汉， 华北地区的考点设在北

京，东北地区的考点设在长春，西北地

区的考点设在西安， 西南地区的考点

设在成都。

夏标泉说， 考生按照自己的考籍

所在地，选择就近考点参加面试。

浙江大学的入围面试， 夏标泉向

记者透露， 形式上不再是考生一人对

众考官。

在交谈中得知， 这次浙江大学的

面试， 邀请到的考官均为浙大有 “分

量”的教授。 每

5

个考官为一组与考生

面对面交谈。

唯一不同的是，

5

个考官同时会

面对多名考生。 “具体面对多少名

考生， 这个没有具体的规定， 根据

每个考点考生的数量来决定。 所

以， 我也没法准确说， 一组面试需

要多长时间。 ”夏标泉说，考生也不

用紧张， 更加不用在面对竞争对手

时显得紧张。 “面试是一个展示自

我的环节， 考验的也是学生学业以

外的综合素质。 ”

夏标泉说，“华约” 的录取成绩将

按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相加， 然后按

总成绩高低排序， 按自主招生的计划

总数来确定。

所以， 他特意让记者转告考生一

句话，面试时，展现自己的闪光点去打

动考官，其他什么都不要想。

创无形书院 办公益私塾 开生生学堂

浙大城院杨海锋老师的国学情结

浙大自主招生面试

全国分

7

个考点

本周末举行

“我很羡慕那些从小就找到了自

己生命核心的人” ， 浙大城院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的杨海锋老师笑着说，

曾经他也和现在的许多大学生一样，

对人生感到迷茫，从高中学理科，到本

科学机械，再到研究生学管理，一路走

来都没有“搔着痒处” 。“直到爱上中

国文化，我才终于触及到生命中最真

实、最根本的东西。 ”

无论是发起书院，开办私塾，还

是心灵辅导， 都是从被触动的生命

中自然流淌出来的， 杨海锋相信只

有发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 在与身

边这些年轻生命的精神交往中，他

真切感受到了大学生需要什么，一

个大学老师应该做什么。

接触国学经典多年， 杨海锋开

玩笑说年纪越大却越有激情了。

“我离自己生命核心越来越近了。”

杨海锋

，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的老师，是“学生最喜爱的

老师”。杨老师多年来一直倡导大学人文

精神，开设有旨在接续传统慧命的课程；

在学校里发起无形书院， 与大学生一起

品读经典， 并带领小孩子们一起诵读经

典。杨老师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一

直以来热心于青少年学生的心灵辅导，

融合人心、人生与人文。

□

时报记者 邱伊伦

时报大学新闻社记者 黄韬霏 史燕尔

人物名片

本周末全国

7

地同时面试

考生不再一人对众考官

打动考官是关键

每到周日， 杨老师和他的学生都会

坐在一起，以友辅仁，梳理当下的人生；

每天清晨，学生们会在校园里诵读经典，

伴随着经典的诵读声，天渐渐光明，心也

渐渐清明；有时候，他们还会一起远足去

瞻仰古圣先贤的遗迹……

杨老师组建“无形书院”的初衷是因

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在人生路上相提

携为师友结合之本”。

“无形”取自《老子》“大音希声，大

象无形”，蕴含了超越现实的浮面、追求

大道的本源的理想；“无形” 又与西方

“无形学院”（

Invisible College

） 理念相

合———既无院墙之隔， 又无身份之别，

也无学科之分。 只有自发、自由、平等、真

诚的对话———这也是中国传统书院的核

心精神。

无形书院的经典会读，从去年上半年开

始到现在，已进行到第

20

期。 其间读过《孟

子》的“告子篇”和“尽心篇”、《老子》的“上

篇”、《庄子》的“齐物论”、《中庸》全文等。

杨老师说，参与经典诵读的同学，已

经超过

50

人。“其中有

10

位学生是核心成

员，几乎每次都来，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

深切热爱。 ”

学生们来到这里，没有学分、没有证

书、没有报酬。 场所也很简单，杨老师所

在的工商管理系办公室是

16

位老师共用

的一个大开间， 晚上一般不会有老师办

公，正好利用。

“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没有用任何

外力迫使或是诱使同学们来， 而参与的

人数却在逐渐增加， 杨老师说这是最让

他感到欣慰的。

“也许很难说读了几本经典，一定能让

学生变得怎么样，但是有学生这样跟我说，

直到遇见了无形书院的朋友， 我才觉得自

己真正在上大学。 若要论无形书院对大学

生的意义，这句话足矣。 ”

“教育不应该是我们普通认为的老师

有一桶水，舀给学生一碗水，而应该是虽然

老师只有一桶水，但要指给学生一条河！这

样的教育才能青出于蓝。 ”

最初，是杨老师动员学校的老师带

他们的孩子来参与， 后来口口相传，吸

引了不少社会上的家长带孩子参与进

来。 每周六，无形书院的学生们还会到

杨老师创办的公益私塾 “生生学堂”

（“生生学堂” 取自《周易》“日新之谓

盛德，生生之谓易” ），带小朋友们诵读

经典。 人多的时候，家长和孩子共有五

六十人来诵读。 最令杨老师感动的是，

还有家长带着两三岁的小孩来参加，

“来感受一下氛围也好。 ”

有些家长因为住得比较远或者周六

孩子有兴趣班不能来， 就让孩子在家里

或组织社区里的孩子一起诵读。 杨老师

还号召家长建立更多这样的 “家塾”，让

诵读经典的活动遍地开花， 希望有人烟

处，即有读书声。

杨老师说， 希望孩子们在记忆的黄金

时间，早早地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 “读书

百遍，其义自见”，随着生命的成长，孩子们

自然会慢慢理解其中的真义。

杨老师介绍，今年元旦，在西湖国学馆

和杭州孔庙举行了一次“与经典同行，以圣

贤为友”的活动，共有一百三四十名家长和

孩子参加，反响很好。

有人说，是公益活动不收费，大家

不会珍惜，但杨老师不这样认为。 上学

期期末，天很冷，一位学生家长的家里

人说这么冷就不要让孩子去了，但这位

家长认为，杨老师都能坚持，我们为什

么不坚持！

“我办这个‘义塾’，最希望的，就是

能认识更多这样的家长和孩子，而不

希望大家只是 ‘皆为利来’、‘皆为利

往’，诵读经典，最重要的是坚持。 ”坚

持的，才会有更多收获，杨老师说。

有不少孩子已经养成了坚持每天抽

20

分钟来朗读的习惯。“现在有学生已经能

背诵《老子》的

1/2

，《论语》的

1/5

了。 ”

杨老师说， 生生学堂

QQ

群现在已有

120

个成员了，家长们还经常在群上讨论孩

子教育的问题，氛围非常好，大家都希望孩

子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无形书院” 实现自由平等对话

办公室里的诵读会与国学为友

办公益私塾传承国学经典

“生生学堂” 生生不息

杨海锋老师正带领孩子诵读经典

照片由浙大城院宣传办王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