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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冷”专业出现“热”变化
■ 本报记者 王明哲 实习生 王晓菊

2017年高考马上来临，最令考生和家长头疼的选专业问题也随之而至。面
对如今日益紧迫的就业压力，选择一所好大学很重要，选择一个未来就业前景
一片光明的专业也很重要。 但时变则事异，在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
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需求不断改变，冷门专业还会像之前那样继续冷下去吗？

哲学专业——
—
思辨中养出的新前景

“说起哲学，大家都敬而远之。 不仅感
觉就业不灵活，而且觉得它很难学。 ”某高
校哲学专业学生小刘说，“我说自己是学
哲学专业的， 似乎只有同专业同学听到以
后表情很自然，其他人听了都很惊讶。 ”小
刘表示，自己大学上的是预科，毕业选专业
的时候，出于各种客观原因选了哲学。 刚开
始他不太满意， 后来发现自己对上课内容
很感兴趣，专业老师讲课很有水平。 到了大
三， 小刘对这个专业产生了真正的感情。
“哲学是智慧，也能让人理性地思考。 ”他
打算继续攻读本校的哲学硕士学位，“在
哲学这条路上走到底”。
在三年的哲学学习中， 小刘说这个专
业并不像其他专业那么轻松。 “就像大家
开玩笑说的那样， 当其他专业的同学在午
后的校园里谈恋爱时， 物理专业的学生在
自习室做题，哲学专业的学生在钻研一个个
的概念和不断思考。 哲学专业的课程多，刚
开始感觉很枯燥，而且大多数老师要求很严
格，任务比较重，每天都有需要背诵理解的
内容。 ”小刘大一、大二时不太适应，特别想
逃避专业课，“那时候静不下心来，参加了很
多校园活动，在学生会也担任了职务。 时间
久了之后，觉得大学生活很杂乱，心里也很
累，两方面都力不从心。 大二退出学生会之
后，我开始慢慢静下心来，从哲学中发现了
很多乐趣。 我们专业的很多同学都是奔着哲
学来的，他们上课认真学习，跟老师积极交
流，组织思辨活动，课下笑谈自如，很有素养

和学识。 每次跟他们交流或者辩论，都会有
很多收获，内心非常充实愉悦。 ”
小刘说， 现在找工作还在意专业对口
是一种很落伍的思想观念， 哲学专业就业
率很高， 特别是近几年， 可从事的工作很
多，政府、媒体、房地产、企业、教师等各行
各业都有哲学毕业生的身影。 所以如果能
够好好学习哲学， 是一件既有益也有趣的
事情。 “在国外，哲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
础学科，学科水平非常高。 在国内读哲学本
科的同学通常能获得较高的 GPA，这对申
请出国留学时非常有帮助。 对于有人认为
哲学是冷门专业的看法，我想说，只有沉下
心来学习，才能得到想要的收获。 而对于那
些‘志不在此’的人，无论学什么学科，都
是混日子罢了。 ”
小刘觉得哲学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
守护人类认识的边界。 他介绍说，去年财
政部、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通过
实行资金分类管理，建立间接成本补偿机
制和绩效奖励机制，下放预算编制和调剂
权限等方式，力求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
师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另外，不
少院校的哲学院系也开设了自己的交叉
学科实验室。 2016 年北京地区本科以上
的就业大军中， 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最高。
这是哲学专业在当今时代下的新生机。

茶学专业——
—
传统中爆发的生命力
世界饮茶文化发源于中国， 而中国的
饮茶发源于四川。 中国具有悠久的茶文化

历史，家家户户都已经习惯了茶的存在。 很
多人认为喝茶只是很简单的个人休闲行
为，放入茶叶，用开水冲泡就可以直接喝，
导致很多人听到茶学专业时都很惊讶：
“竟然还有这个专业？ ”
小亚同学说， 刚开始她听到茶学专
业时感觉很新奇，之前完全没听过，身边
朋友也没有学这个专业的。 直到她去年
参加了天津市人才计划培训， 进行了初
级茶艺师培训， 才知道原来泡茶有很多
讲究。 在茶艺培训期间，她接触到了很多
天津的国家级茶艺技师、评茶师、中华茶
艺讲师，发现他们上课时很优雅。 受中国
传统哲学的影响， 泡茶追求人与自然相
融，茶人一体，泡茶人的气质对泡茶的结
果影响很大。
小亚刚开始学习的课程是茶文化知
识， 包括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茶的种

类、品茶泡茶的方法以及茶具的使用等。
这些知识是茶艺师应该具有的基础知
识，而茶学专业远远不止这些，还要学习
包括茶审评、茶营销、茶企经营管理等其
他茶文化。 小亚之后的培训课程是茶具
的使用， 学习如何泡茶是小亚最喜欢的
环节，老师把每个细节包括手姿、表情等
讲解得特别仔细，大家学得也都很认真。
而且每一个冲泡过程都配有中华特色的
名词解说，比如“登堂入室”、“向来佳茗
似佳人” 等， 茶被赋予很多人文色彩。
“大家学完后都产生了买一套茶具的冲
动。”小亚笑着说。最后进行考核的时候，
老师说可以穿旗袍， 现在泡茶也有 “茶
服”，大家听完都很兴奋。
国家级茶艺技师袁老师说， 习茶是
一种境界，有书有茶，是最好的享受。 她在
朋友圈里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认识
自我，水利万物而不争不抢。 自古以来智
者乐水，仁者乐山。 水的柔情赋予茶完美
的生命，使之变得高贵典雅，无形之水与
有形之茶的融合，展现最美的姿态，给予
茶人灵魂的升华。 茶是简单的，水是温柔
的，茶与水的结合就是一场完美的爱情故
事。 一杯茶体会人生百味，感受世间酸甜
苦辣。 一杯茶让我们懂得感恩与付出，感
受着一杯茶的博爱。 以茶修为，以茶悟道，
以茶交友，以茶交心。
从就业方面来看， 茶学专业毕业生
从事的茶业行业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据统计，我国约 25%的人基本不饮茶，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暗示着中国茶业
市场的开发前景十分巨大。 尤其是近几
年，茶文化已经走出国门，进入广阔的东
欧、西欧市场，茶叶贸易的前景逐年看好。
同时随着我国贸易的转型， 市场越来越需
要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商品， 这也带来了一
定的机遇。 所以，茶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
前景被看好。

穿越天府之国的硬汉之旅
■ 本报记者 王明哲 文并摄
初晓“Teramont 途昂”的名字，就被
其内蕴的硬派豪迈所震撼。 中文名 “途
昂” 不仅诠释了其独具特色的个性内涵，
还明确了它的定位和战略意义。
日前，记者有幸参与了新车的试驾活
动。 本次试驾的路线定于素有 “天府之
国”美名的四川，始于山水古城成都，穿越
两百余公里，止于现代科技城绵阳。 途经
城市道路、乡村道路、省道等路段，包括拥
堵道路、盘山路和石子路等多种路况。

动力磅礴操控犀利
本次城际穿越试驾所选择的路段，包
含多种路况， 充分考验了 Teramont 途昂
的动力和操控性能。 而 Teramont 途昂确
实展现了强者的硬派本色。
城际穿越试驾第一段，驶出成都的城
市路段，便进入青城山区域，途经西源大
道、蜀新大道、青城盘山路，沿途群峰环绕
起伏、林木葱茏幽翠。
记者的试驾车搭载的是 EA390 2.5T
V6 涡轮增压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由德国发
动机之乡 Salzgitter 工厂原装进口， 属于
全球首次亮相并率先应用于中国市场。 它
的表现也达到了实实在在的优秀，最大扭

分发挥了优势作用， 尽管这辆车车身庞
大，但是在非铺装路面依然有着很好的支
撑性和平稳性，让驾驶得心应手，保障了
车辆运动性和舒适性的兼备。

细节贴心空间出色

矩 与 额 定 功 率 分 别 高 达 500N·m、
220kW， DSG 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换
挡流畅，表现出色。 在行驶过程中，当发动
机转速达到约 2700 转的时候， 能感觉到
发动机的源源动力，强烈的推背感让人肾
上腺素飙升，刺激过瘾。 而在转向的时候，
方向盘轻盈且指向精准，带来灵活自如的
操控体验，完全没有其他大型 SUV 那种笨
重的感觉。 驾驶 Teramont 途昂在山川大
地间驰骋，动力充足、气势磅礴，两者间默
契天成。
在下午的试驾中，行车抵达安县漂流
河滩，在泥石砂石的河滩路面进行了通过
性挑战。 在这里，Teramont 的全时四驱系
统、自适应动态悬架以及 8 种驾驶模式充

疲劳和无聊是长途行车中的最大问
题， 因此驾乘的舒适性和娱乐性十分重
要。 不得不说，Teramont 途昂在这一点上
可谓周到体贴，Teramont 途昂车内的配置
处处彰显人性化的舒适便捷，乘坐空间更
是刷新了市面上的七座 SUV 乘坐空间感
受，充分考虑并照顾驾乘人的舒适体验。
此外， 记者还体会到了 Teramont 途
昂设计师在细节处的贴心。 车内遍布的充
电接口，如手机无线充电功能、前后排各
两个 USB 电源、 前排和后备 箱 各 1 个
12V 电源、后排 220 伏电源插座，十分便
捷并具有人性化，可满足每个驾乘人长途
行车的充电需求。
不仅如此，Teramont 搭载的新一代 8
英寸中控屏，反应灵敏，操作流畅，支持高
级蓝牙、MirrorLink、Apple CarPlay 等多种
连接方式，十分智能方便。 同行的媒体老师
用手机进行了连接， 并播放了手机中存储

的歌曲， 有着无损音质的极致音乐从丹拿
音响中流出，增加了长途行车的娱乐性。
车内空间更是 Teramont 途昂不得不
说的亮点，行至换手点泰安古镇，主办方设
置了挑战任务环节， 参加试驾的人员分组
进行推举杠铃、平板撑两项挑战。 记者所在
组中有一位老师身高将近 1.8 米，体重 160
斤，身材十分魁梧，他在车内做挑战运动仍
然游刃有余。 Teramont 途昂二、三排座椅
放倒营造的空间，可以当做超大的床来用，
出门旅游找不到旅馆时可以解决住宿的问
题。 总结起来，这个轻松又有趣的挑战活动
彻底刷新了大家对 7 座 SUV 车内空间的概
念，Teramont 途昂车内无论从宽度、长度来
看，均有着不俗的表现和实力。
通过本次试驾让记者对这个即将上市的
“大家伙”有了深入的了解，无论是威猛霸气
的外观造型、超大尺寸的车身、强悍磅礴的动
力、精准犀利的操控和灵活宽阔的车内空间，
还是人性化前沿科技及舒适配置， 均有不俗
的实力表现。 高端大型 SUV 该有的它都有，
还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大”体验。 相信对于国
内七座 SUV 消费群体来说，Teramont 途昂
是个十分有实力的选择， 它是否能成为大型
SUV 细分市场的新标杆，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