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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职位薪酬不理想 2013 届高校毕业生初感就业寒意 

9 月以来，中国各大高校迎来新一轮的校园招聘季。教育部规定，招聘企业最早可以进校园招聘的时间为 11 月 20 日，但用人单

位却提前涌进各大高校校园。今年招聘企业无论是招聘人数还是薪资条件都令高校毕业生初感就业寒意。 

  “我所心仪的公司今年在全国才招聘 10个人，我觉得自己能去的希望太渺茫了。虽然今年招聘才刚刚开始，但我和同学都感觉今

年的就业形势很不好。这不仅体现在招聘人数大幅度缩水上，还体现在薪酬方面没有提高。”吉林大学材料学院 2013届毕业生田泰吉

告诉记者。 

  国内某大型通讯公司今年在东北地区只招 20个人，而去年这一公司仅仅在吉林大学就招了 60多个人;某大型汽车公司加紧了专业

和学历限制，非“211”学校的毕业生一律被拒绝。种种迹象表明，中国 2013届毕业生或将在今年的就业季面临严峻考验。 

  分析人士表示，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受到抑制，用工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毕业生数量。中国 2013 届毕业生人数或再创新高，

无形中将给大学生就业带来压力。 

某知名 IT公司的招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经济持续下滑影响，今年大部分公司招聘计划都较去年有所削减，甚至有部分公司已

经进行裁员以度过经济低迷时期，所以 2013届毕业生就业会受到一定影响。 

  在某企业的招聘简章上，记者看到本次招聘的职位中除了技术岗位要求研究生之外，其他岗位都只要求本科生即可。某企业招聘

人员说：“一些职位如销售、文员、行政管理，并不需要太高的学历，研究生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况且研究生的年龄偏大，意味着可

工作时间较短，这反而是一大劣势。” 

  吉林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钟新表示，拥有一个理性、长远的职业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大学生应该在本科四年的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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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己需要什么，再依据自己的目标决定是否读研。 

还有专家认为，面对下半年和明年的经济形势，2013届大学生找工作应以务实态度选择自己的职业。 

来源：新华网 

 

调查称七成高校新生不知道如何打发业余时间 

刚从紧张的高中学习中解脱出来的学生，进大学后却不知道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了。昨天，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的一项调查显

示，近七成大学新生不知道在大学里该如何打发其他业余时间。 

  “我发现相比高中而言，大学的课时安排特别宽松。读高三的时候，每天从早学到晚，而在大学有时候只用上半天课，剩下的时

候就得自己安排了。”该院 2012级土木工程专业新生沈坤说：“在没有课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所以很苦恼。” 

  与此相反，许多大学新生因为设定了过多的目标而不知从何入手。“我希望自己能把本专业的每一门课程都学好，尽快通过英语

四级和计算机二级，我还想去报名普通话等级考试等等，但是又担心那些等级考试会耽误我的专业学习。”新生许晨的想法代表了许

多同学的现状。 

  对此，厦门大学教科院博导别敦荣教授称，相对高中紧张的学习，大学课程安排确实很少，个人的时间很多，每年都有新生不太

适应，少数学生开始沉迷于网络，许多高校包括重点大学，每年都有学生因挂课太多而被退学。别敦荣说，其实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

的，新生应适当地做好自己的大学规划，除了学习功课之外，还可以多参加社团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来源：武汉晚报 

 

"国立武汉大学"牌坊拆除 校方承诺重建校门 

“国立武汉大学”牌坊是武汉大学地标性建筑。然而，这座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牌坊，暂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10月 9日，为了

配合武昌八一路地下通道建设和武大南北两个校区的对接，武汉大学地标性建筑之一——“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被拆除，在挖掘机的

轰鸣声中，不少学生市民纷纷赶来拍照留念，校方承诺一年后将原址复建校门，还武大历史风貌。 



 
    来源：光明日报 

 

美在线教育学位走俏 传统教育受挑战 

据今日美国报道，十多年前，在线的教师培训项目还不为人所知。而如今它已经成为了教师培训的热门选择，受欢迎程度甚至超

过了一些综合性的州立大学。 

根据美国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数据分析显示，全美四所以提供网络教师培训为主的大学迅速成为了注册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四所

中有三所都是盈利性的私立学校。2001 年，凤凰城大学在线教师培训项目颁发的学位证书为 72 个，去年其颁发学位证书达 6000 个。

相反，亚利桑纳州立大学，这所拥有全美最大的教育学员的学校，去年颁发学位仅 2075个，而名气响亮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颁发

学位仅 1345 个。 

相比较而言，传统式授课的大学授予更多的学士学位，而远程教育则拥授予更多的研究生学位。 

弗吉尼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表示，“在线教育项目是教育趋势并不让人惊讶。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课程只是为了学校创收还是

真的有价值在其中。”凤凰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透露，许多人在成家立业后想转换职业方向便会选择继续教育。他们的平均年龄在 33

岁左右，一般都是边工作边读书。    

来源：今日美国 



美国研究生入学人数再次下降 

美国本科入学人数仍在上升，但本科毕业生对研究生教育越发敬而远之。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美国研究生入学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在 2008

和 2009年，美国研究生入学人数一度猛增，原因是许多失业者把研究生院当做了经济衰退期间的避风港。经济方面的考虑可能是情况

发生改变的原因之一。由于本科学业带来的债务负担越发沉重，学生们可能对继续深造望而却步。 

此外，各州削减预算迫使公立高校降低了对研究生的支持力度，而此前部分专业的研究生一直可以领取补贴。 

2011年秋季硕士和博士课程入学人数比 2010年秋季下降了 1.7%（不包括法学以及医学博士[MD]等其他第一专业学位[first 

professional degree]）。 

在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中，攻读研究生学历的人减少了 2.3%。与之相反，美国临时居民的研究生入学人数增加了 7.8%。临时居民

占美国全部在校研究生的 16.9%，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原因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出资让更多本地公民赴美国接受教育，特别是在

科技领域。在美国，临时居民占工程类研究生入学人数的 45.5%，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研究生入学人数的 42.4%。 

2011年入学人数的变化因专业而异，教育类研究生入学人数降幅最大，达 8.8%。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主席黛博拉·斯图尔特(Debra 

Stewart)指出：“各州均面临财政压力。教育系统的财务压力更大。教师再也没有休假深造的机会，学校也不再资助中小学校长回到

校园里去拿资格证书。” 

艺术和人文学科入学人数减少了 5.4%，跌幅仅次于教育专业，原因可能是此类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同时，高校正

在裁减艺术和人文课程教师，连终身聘任的教师也不例外。而另一方面，健康科学类研究生入学人数出现大幅增长。在经济衰退和缓

慢复苏阶段，医疗保健行业一直在大量创造就业机会。 

医疗保健专业研究生的入学人数上升了 6.4%，稍低于过去 10年的平均增长率。从 2001年到 2011 年，健康科学类研究生入学人

数的年均增幅为 9.8%.商科以及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研究生入学人数增长较慢，分别为 2.6%和 1.6%。 

虽然研究生总入学人数下降，但申请人数上升了 4.3%。这是研究生申请人数连续第六年出现增长。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没有相关数据得知本科毕业生通常会申请几所高校的研究生课程，因此无法确定 2011年的申请人数是否多于

2010 年。但参加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人数确实出现了增长。在美国，许多研究生课程都要求申请者参加这项考试。 

随着申请人数增多，申请者的入学比例不断下降。2007年美国所有硕士和博士课程的申请通过率为 44.6%，到 2011年该数字降至

40.8%。在美国，女性读研人数仍超过男性。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 2011 年报告提供的男女研究生比例为 42%比 58%。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是面向美国和加拿大高校的会员制组织，它撰写报告的依据是对美、加研究生院的年度调查。该委员会的最

新报告囊括了对 655所高校的调查结果，这些高校每年颁发的硕士和博士文凭分别占美、加两国所颁文凭总数的 81%和 92%。 

来源：CATHERINE RAMPELL 

 

美华报:中国开放渐深入 中外合作办学应大胆前行 

美国《侨报》日前发表评论称，中国要实现“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既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土高校，更不应依赖

外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不失为一种方式。同时，当今世界已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开放的深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需要更多

具有国际视野的新型人才，从这个层面说，中外合作办学应大胆尝试、多多亦善。  

文章摘编如下： 

有媒体对当下中国大陆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和理念进行了分析。自 2003年中国国务院公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至今，据此

建立的“大学本科教育独立法人实体”已有 3家，按计划，上海纽约大学、杜克大学昆山校区等将在 2013 年相继开始招生。外资在华

办高校，揭开了新中国 60多年来高等教育新篇章。 

回顾大陆传统高教模式，教师在教学中无外乎强调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传授应试技巧，但学生在今后的成长中，往往表现出理

论掌握扎实而实际运用能力较差；相较于此，欧美教育更讲究发掘学生本身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这在无形中加强了对学

生适应能力的培养，为其将来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打下基础。 

媒体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通过官方渠道进入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的欧美学校数量仍非常有限，且仅局限于高等教育阶段。事实上，

中国引进欧美教育模式并非新鲜事，清末时，就曾兴起一股“洋人办学”的风气，各地诞生不少中西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

人才。 

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中国留学的足迹已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2011年度赴海外留学人员

总数为 33.97 万人，就今年的暑假中，不少教育机构就推出了价格不菲的短期游学项目，吸引中国留学生。 

中国家长豪掷千金的背后，是普通民众望子成龙心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高端人才的培养不可能完全依赖海外。尤其是海外高

校和留学中介机构中不乏有将教育当作赚钱工具者，借招生谋利，而非从人才培养高度考虑。 

中国要实现“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既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土高校，更不应依赖外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不失为

一种方式。这样，既能打破目前饱受诟病的传统应试教育体制，又可汲取发达国家教育之精华，真正为国家、民族培养栋梁之材。 

同时，当今世界已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开放的深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需要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新型人才，帮助中国处



置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国际事务。从这个层面说，中外合作办学应大胆尝试、多多亦善。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专业人才紧缺 美国一矿山学院毕业生薪酬超哈佛 

据美国媒体 19日报道，今年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不及南达科他州立大学矿山和技术学院的毕业生。 

调查追踪雇员薪水数据的机构 PayScale 称，有 2300名学生的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今年 259名毕业生获提供的薪酬中位数为 5.67

万美元，而相比之下，哈佛毕业生的薪酬中位数为 5.41万美元。在目前每 10名大学毕业生中就有 1人毕业即失业的时候，南达科他

州立大学预计明年 5月份毕业的学生现在均已找到工作。 

美国教育部数据显示，哈佛大学去年 10300名本科生的学费约为 4万美元，而南达科他州立大学矿山和技术学院去年州外居民缴

交的学费为 10530美元，约仅为哈佛的 1/4。该学院 2012年有毕业生 259名，其中 17人为矿山专业。分析称，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

生薪酬优于哈佛，主要因为目前矿山人手短缺及矿山学院毕业生供不应求，这一现象推高了矿山专业的薪酬，有助提高该院毕业生的

薪酬中位数。而哈佛工程系今年毕业生进入矿山行业的人数为零。 

但报道称，长期而言，薪酬还是哈佛毕业生领先。PayScale的调查显示，去年哈佛毕业生的中期职业中位薪水为 11.6万美元，

相比南达科他矿山学院为 9.63万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中期职业中位薪水最高，为 13万美元，其次是加州理工，12.3万美元。

PayScale 说，他们的数据是以对超过 3500万使用者的调查为根据。 

来源：中国新闻网 

 

具可弯曲折叠性纸质锂电池 

 



电池是各种便携式电子产品的重要却又恼人的部件。尤其碰到大而且重的电池，让设备的移动性更差，而较小的电池，又会导致

设备性能降低或电池寿命变短。不过，现在斯坦福大学开发的新型锂离子电池或将让这一切变得更加便捷：新型的超薄可充电电池已

经可以制作在一张纸上，从此变得轻型，灵活，就像普通的 A4纸一样方便。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材料科学家将薄膜碳纳米管涂在另一张表层含有金属的锂化合物纳米管上。这些很薄的双层薄膜放在普通

纸张的两面，纸张既是电池的支撑结构，同时也起到分离电极的作用。锂作为电极，而碳纳米管层则是电流集合管。这样以来，电池

仅有 300 微米厚，而且节能效果比其它电池更好。这也并非一次性的电池，经过 300 多次循环充电测试，性能仍然令人满意。更让人

兴奋的是，这种电池生产难度不高，比其他瘦身电池的方法更加容易投入商用化。       

虽然目前这种电池还不太成熟，也可能并非所有移动设备的最理想配件，但它们可能在未来大有用处，如智能化包装，电子标签

应用以及电子纸产品等领域。 

来源：网易探索 

 

瑞士研究人员研制"不吵架喷雾"  

夫妇、情侣之间难免发生争执。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一种含激素的鼻腔喷雾，帮助双方停止争吵或降低争吵烈度，更友

好地交流。 

 “挑起”争执 

喷雾所含激素为催产素。这种激素由大脑自然分泌，可控制雌性哺乳动物乳汁分泌。先前研究结果显示，催产素还可影响人的吸

引力、信任和信心。 

苏黎世大学研究人员研究催产素如何影响争执双方的压力和植物性神经系统。当一个人与他人起争执时，植物性神经系统自动调

节身体器官，致使心跳加速，血压升高。 

研究人员征募 47对夫妇或同居一年以上的伴侣，让每一对志愿者选择一个争议话题，随后喷 5次催产素喷雾或者安慰剂。45分

钟后，每对志愿者进入一个单独房间，开始讨论争议话题。研究对象年龄在 20岁至 50岁之间。研究人员全程拍摄，观察志愿者的表

现，并多次用唾液棉签检测志愿者唾液成分，查看神经系统如何作用。 

男女相反 

结果显示，与使用安慰剂的志愿者相比，使用催产素喷雾的女性志愿者更友好，较少苛刻待人，男性志愿者更积极地参与对话。

唾液检测结果显示，使用催产素喷雾后，女性志愿者的神经系统活跃度降低，男性志愿者则增强。 

研究人员在发表于《社会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杂志的论文中写道，女性往往更频繁地表现出苛刻行为，男性容易“撤退”。在



这项研究中，催产素可能促使女性静默，男性变得积极。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前一项研究显示，男性一天两次吸入催产素喷雾，性欲明显增强。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研究催产素对争执

双方的可能作用。 

或不治本 

英国《每日邮报》5日援引英国诺丁汉大学健康心理学教授卡维塔·维达拉的话报道，这项研究相当有意思，显示催产素能够降

低女性在口角中情绪和生理激动程度，对男性的作用则相反。 

维达拉说：“我们更明确催产素对女性的生物学意义，此外，研究数据显示，它可能对男性也有显著效果，但并不清楚这种情绪

增强对男性而言是否总起到正面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它会让男性在争执中表现得更主动。”维达拉说，催产素喷雾可能只造成双方

的短期改变，帮助降低争执烈度，但是否有助于解决争执起源尚不清楚。 

来源：北京晨报 

【前沿】 

试论我国法学院图书馆标准之设定──以美国 ABA 法学院图书馆认证标准为借鉴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借鉴美国法律图书馆发展和管理的实践经验，特别是 ABA制定的《法学院认证标准》中有关图书馆的规定，

并根据中国法学院图书馆的现状，提出我国法学院图书馆标准设定的若干发展思路及建议，更好地实现其对法律教育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法律图书馆 法学院图书馆 ABA 标准 法律（学）教育 

【引言】 法律图书馆是指专门收藏国内、外法律法规、法律科学文献为主，为国内立法、司法、法学研究人员与教学人员提供专业

文献服务的专门性图书馆。[①]法律图书馆一般包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国家机关和政府工作部门的法律图书馆、律师事务所的图书

馆等。本文所探讨的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作为法律图书馆，又是学术图书馆，其主要功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法学教学与

科研离不开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支持，如果说法学教学和研究人员是“兵马”的话，那么法学文献资料就是“粮草”，而图书馆无疑就

是提供粮草的仓库。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对于法学教学与研究的开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在法律图书馆日益

成为法科学生获取专业知识最主要的渠道及培养其自主学习精神最重要的场所，甚至也成为法学教育改革可资利用之最有效的资源。

笔者试图通过探讨借鉴美国法律图书馆发展和管理的实践经验，特别是 ABA 制定的法学院图书馆认证标准，并根据中国法学院图书馆

的现状，提出我国法学院图书馆标准设定的若干发展思路及建议，实现其对法学教育的促进作用。 

一、美国法律图书馆的发展及ABA法学院图书馆认证标准 



美国法律图书馆起源较早，最初是私人事务所图书馆，以个人藏书为主。随着资料的增加，图书馆规模逐渐扩大，并成为一种象

征，个人对图书馆的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据说，最早的法律图书馆是1779年弗吉尼亚的威廉姆玛丽学院的法律图书馆(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1693，Marshall-Wythe Law Li-brary 1779，Virginia)。在1817年，美国最早的法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就拥

有比较完全的法律图书馆。[②]总的说来，法律图书馆的沿革与法学院的发展是同步的。 

二、我国法学院图书馆的现状 

1.图书馆设施。 

2.行政管理。 

3.图书馆人员。 

4.馆藏。 

5.服务。 

三、关于制定我国法学院图书馆标准之探讨 

中国的法学院图书馆无论是在馆藏、人员配置还是在管理、服务上都是无法与美国法学院图书馆相比的，但是若仅仅停留在比较

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必须从中寻找一些具有价值的经验与成果，为我国法学院图书馆以至法学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设定法学院图书馆的标准？什么样的法律图书馆才能满足我国法学教育的需求呢？借鉴美国 ABA 对法学院图书馆的

认证标准，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对我国法学院图书馆的设置提供一些建议和发展思路： 

  （一）关于标准的制定主体及法律属性 

（二）标准的基本内容 

1.图书馆馆长与馆员。 

2.图书馆管理。 

3.馆藏。 

4.图书馆服务。 

（三）法学院图书馆的评估与监管 

四、结语 

  一个法学院是否拥有自己独立的图书馆，拥有一个怎样的图书馆，是判断法学院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法学院图书馆作为支持

法学院的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与法学教育与时并进。在我国，法学院图书馆在法学教育与律师培养过程中的地位与

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但是，与美国法学院图书馆相比，中国的法学院图书馆仍然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其发展速度显然

http://www.dffy.com/lawyer/


远远落后于法学研究与教育跃进式的前进步伐。从资料室到图书馆，从名称变化到实际作用，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①] 田建设：《我国法律图书馆及其法学文献资源建设》，《云南法学》2000年第 13卷第 2期。 

[②] Christine A.Brock ,“Law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A revisionist History; or More than you ever wanted to know”, 

Law Librarianship:Historical Perspectives,Fred B.Rothman&Co. Littleton,Colorado,1996,p.597. 

  “American first law school library: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1693), Marshall- Wythe Law Li-brary1779, 

Virginia.”“In 1817,Harvard Law School-the oldest school of law ,would offer the use of a completelaw library.” 

来源： 东方法眼 陆乔立  http://www.dffy.com/faxuejieti/zh/201210/31380.html 

【电影】 

辛德勒的名单 Schindler's List  

 
1939 年，波兰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党卫军对犹太人进行了隔离统治。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连姆·尼森 Liam Neeson 饰）来

到德军统治下的克拉科夫，开设了一间搪瓷厂，生产军需用品。凭着出众的社交能力和大量的金钱，辛德勒和德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他的工厂雇用犹太人工作，大发战争财。 

    1943 年，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辛德勒目睹这一切，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贿赂军官，让自己的工厂成为

集中营的附属劳役营，在那些疯狂屠杀的日子里，他的工厂也成为了犹太人的避难所。 

http://www.dffy.com/faxuejieti/zh/201210/31380.html
http://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492406715/


   1944 年，德国战败前夕，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越发疯狂，辛德勒向德军军官开出了 1200 人的名单，倾家荡产买下了这些犹太人的生

命。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 

【书斋】 

Marva Collins' Way 

 
哈佛幸福课上推荐的书，一个令人敬佩的故事，一个值得深思的真实故事。本书开篇的寄语：”To our children and all children, 

may they find their own way. ” 一句话，点明了 Marva Collins 对基础教育根本目的理解：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找到真正属于

他们自己的路。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付出的努力才更有意义。作者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美国的 1980 年初。堆积了多年的教育问

题渐渐浮出了水面，教育系统腐败，公立学校招生率低，学生的阅读水平很差以及师资力量薄弱。 

一个令孩子们敬佩并尊重的教育者，要做到的：“没有什么秘诀。我只是诚实的对待所有的孩子。他们知道我不会让他们失望。

他们听我的是因为我不是个外来者。我时刻都和他们在一起学习工作。如果这个社区里有谁也能如此有兴趣的对待这些孩子，那么孩

子们也会对他/她一样尊重。” 

“Teaching is not just a job. It is a human service, and it must be thought of as a mission. –Dr. Ralph Tyler” 教

师并不仅仅只是一份工作。它更是一项为所有人类服务的光荣使命。我们常说教书育人，但是也许我们做的时候，只有教书，却没有

育人。教书也不见得交的多好。 



【信念】 

 
只要有无限的热情，一个人几乎可以在任何事情上取得成功。 ——施瓦布 

 

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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