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综合08 · 主编：张晨 编辑：翁小平 校对： 刘梦
电话：０１０－82296611 Ｅ-ｍａｉｌ：xinwen＠edumail．ｃｏｍ.cn

2013年 8月 27日 星期二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邮政编码：100082� �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 电报挂号：81108� �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第 0128 号（1-1） 印刷：解放军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 24.00 元 零售每份：1郾00 元

湖南核查高校就业信息
本报讯 （记者 李旭林） 湖南省教育厅近日就做好全

省2013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情况统计与监测工作
做出全面部署，该厅通过电话沟通、查阅相关材料和实地走
访等途径核查各校就业情况， 核查面将达到各高校报送信
息的15%以上。

湖南省教育厅要求， 各高校在数据统计过程中不准以
各种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 不准将毕
业证书、 学位证书的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 不准以户
口、 档案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 不准将
毕业生顶岗实习、 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确保
准确、 客观、 真实地填报好毕业生就业的各类相关信息。

青海开工1628个教育项目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青海省日前召开全省教育项

目建设调度视频会议。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截至7月底，
青海各类教育项目已开工1628个，开工率83.4%，其中完工
学校1057所，完工率54.2%，完成投资56.21亿元，项目建设
总体进展良好。

据了解， 从今年起， 青海对省内所有教育项目的实施
进展情况统一实行月通报制度。 根据该省教育厅8月份教
育项目建设情况通报， 2009年至2013年全省下达实施的
教育项目包括中小学校安工程、 中小学标准化及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改造等八大类， 累计下达资金87.01亿元， 建筑
面积509.45万平方米， 建设学校 （含幼儿园） 2031所。

各地动态

全国省属医学院校
协作年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姜乃强）
2013年全国省(区、 市)属高等医
学院校协作年会， 近日在北京举
行。 来自全国50余所医学院校
的院校长、 教务处长参加会议，
就以“5+3” 为主体的临床医学
教育综合改革、 临床医学专业认
证、 大学生临床技能培养、 医学
专业教材建设等议题， 进行了交
流研讨。

宋庆龄少年儿童
发明奖颁奖

本报讯 （记者 张春铭） 日
前， “第九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
明奖” 颁奖。 本次发明奖共征集
到包括香港、 澳门在内的全国各
地参评作品上万件， 最终共评
选出金奖15名、 银奖60名、 铜
奖180名。 该奖项由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与中国发明协会共同设
立， 是面向在校中小学生开展
的发明创造活动。

甘肃阿克塞县筑牢
学生暑期安全网

本报讯 甘肃省阿克塞县日
前多方联动， “三道防线” 筑牢
学生暑期安全网。 一是筑牢学校
防线， 中小学、 幼儿园在放假前
召开暑期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强
化学生安全防范及自护自救知
识； 二是筑牢家庭防线， 提醒家
长加强预防溺水、 诱骗拐卖、 食
物中毒等事项； 三是筑牢社会防
线， 健全社会联防、 联动机制，
重点加强对学龄前儿童、 留守学
生等人群的监管。

(蔡保)

每日传真

“百所名校徐州行”
活动举办

本报讯 （记者 缪志聪） 日
前， 徐州市委、 市政府及江苏
省委组织部在徐州举办了“百
所名校徐州行” 活动。 全国63
所“985工程” 及“211工程”
高校的领导和专家齐聚金龙湖
畔， 共商校地、 校企交流合作。
徐州市委、 市政府希望让国内
众多知名高校能够深入了解徐
州， 进一步推进高校与徐州的
校地合作。

（上接第一版） 各类学校要牢牢
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 引导学生提高思
想道德素质， 坚定跟党走的信
念。 新闻宣传单位要浓墨重彩报

道教育改革成就， 弘扬崇高师
德， 激发广大师生对真善美的追
求。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要转变
方法、 创新形式， 增强吸引力和
感染力， 让人民群众爱听爱看、

产生共鸣。 正面宣传不能一味“唱
高调”、 “喊口号”， 脱离群众生活
的“高大全”， 空洞无物的“说教
灌输”， 无人爱听爱看。 高校理论
工作者、 教育宣传工作者要潜入群
众生活的海洋， 发掘、 提炼和研究

那些健康向上、 催人奋进的人物、
事件和规律，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进行宣传报道、 理论普及、 思想
传播， 让主旋律入心入脑， 让正能
量不断扩大。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并不意
味着对负面现象视而不见， 而要
在监督批判的基础上， 提出建设
性的办法。 对于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教育难点问题， 不能“捂盖
子”， 而是要负面监督、 正面引

导， 既讲怎么看， 又讲怎么办，
通过监督报道发现问题， 通过正
面宣传增强信心， 将负面现象转
化为建设性的正能量， 激浊扬清、
弘扬正气。

方向正则思想明， 思想明则
行为端。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
面宣传为主， 才能凝聚最广泛的
共识， 汇聚最强大的力量， 迈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才会更
加坚定有力。

坚持正面宣传壮大主流舆论

（上接第一版）
随后， 秦少东再次进入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网上

填报志愿专栏”， 查看13点最新公布的“网报情况统计信
息”， 找到自己备选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点击进入， 有关
该校各专业的计划数、 按院校投档比例投档线上已报人
数、 预计1∶1录取最低分， 以及学费、 办学地点、 专业
备注等信息一目了然。 “我看到自动化专业招生计划1
名， 但我的分数超过了自动化专业预计1∶1录取最低分
616， 确定可以报这所学校。” 秦少东说， “改报志愿成
功后， 我又不断刷新专业排名， 看到自己持续保持第一
名， 我才松了一口气。” 最终， 秦少东如愿被哈工大录取。

与秦少东一样， 自2008年以来， 内蒙古已有130多万
考生分享了内蒙古高考录取模式改革的成果。 “内蒙古高
招录取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信息对称、 全程阳光。” 据内蒙
古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韩荣飞介绍， 信息对称， 就是考
生在填报志愿时， 根据招生部门提供的信息， 能够全方位
地知晓本人和其他人以及各院校的填报志愿情况； 全程阳
光， 就是从填报志愿到最终录取， 招生部门向考生公开、
公示、 查询的内容有60多项，例如录取结束后会对投档录
取最高分和最低分进行公示， 以本科一批普通理科的复旦
大学为例，公示页面显示录取4人，最高分670分，最低分
659分；点击“复旦大学”可看到每个专业的最高分、最低
分、录取人数，点击专业名称可看到最终录取到该专业的考
生姓名和分数， 再点击任一考生号， 该考生的基本信息、
考试情况、 志愿信息以及录取情况全部出现， 让考生清清
楚楚报志愿、 踏踏实实等录取、 明明白白上大学。

据了解， 高招录取模式改革以来， 内蒙古高分考生的
落榜率和复读生比例明显降低， 复读学生从2008年的
23%下降至2012年的7%， 远低于全国12%的平均水平。
改革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院校生源的质量、 数量一直相
对稳定， 重点高校录取分数线更是从未“沉底”， “大小
年” 现象不复存在， 第一志愿录取满足率也大大提高，
2013年本科一批部委所属院校一志愿录取率达到97%。
同时， 2013年内蒙古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供相关数据，
对每名考生进行“一诊一治”， 在公布高考分数时， 为每
名考生量身提供40所可供选择的院校。

内蒙古高招录取全程“阳光”

低保老人的假期
“爱心课堂”

■本报记者 蒋夫尔

两间旧屋子，几张旧桌子，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这是
潘玉莲生活中最生动的画面。 71岁的潘玉莲是新疆喀什地
区疏勒县疏勒镇新市区社区的居民， 也是一名低保户。 17
年来，她自办“爱心课堂”，利用寒暑假义务辅导了社区及周
边1000多个孩子。

眼下最让潘玉莲开心的是， 社区给她提供了一间很大
的办公室，孩子们的“教室”宽敞了。 潘玉莲回忆说，1996
年， 她发现邻居快上学和已经上学的孩子假期总是在街道
上跑来跑去地玩，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娃娃这样既学不
到东西，还容易发生危险，我就想把几个娃娃叫到我家，哪
怕给他们教几个字也行”。

考虑到孩子要上双语学校，潘玉莲首先教他们说汉语。
潘玉莲一边忙着手头的家务， 一边给围坐在小桌子旁的孩
子们讲课。 慢慢地，潘玉莲免费教孩子学习的事传开了，周
围邻居陆续将孩子送到她家。 最多的时候课堂有四五十个
孩子，她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

潘玉莲的丈夫早已去世，儿子也在外打工，她独自忙着
“爱心课堂”，生活倒也充实，但2000年时，儿子因病瘫痪，
儿媳也离开了，这个家一下子陷入困境。潘玉莲每天除了上
课，还要照顾儿子，经常为了上课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儿
子只能吃馕充饥。

有一次，潘玉莲得到一个在乌鲁木齐市教俄语的机会，
可她到乌鲁木齐没多久，就经常接到孩子们的电话，哭着让
她快回来，她心软了。回到家后，她决定坚持给孩子们上课，
目前，仍有27个孩子在“爱心课堂”学习。

艾克白克江是潘玉莲最早的学生之一， 现在就读于上
海的一所大学，每个假期回来都会专程来看“潘老师”。潘玉
莲说， 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这些孩子将来都成为优秀
的人，只要她身体允许，
就会将“爱心课堂”一直
办下去。

办一所造福百姓的“平民大学”
———广西百色学院助推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农彦 李凤玉

“35个本科专业中， 有14个
直接服务于百色市实施的‘四地
一带一枢纽’ 发展战略， 且专业
建设与地方产业的关联度超过了
80%。” 近日， 广西百色学院党
委书记卞成林告诉记者， 学校近
年来紧跟百色革命老区经济发
展， 优化和调整专业结构， 从
2006年只有6个本科专业发展到
现在的35个， 80%的专业与铝矿
业、 生态农业、 红色旅游业等当
地三大产业结合。

校地合作促进经济发展
去年12月， 经过充分交流

与协商， 广西西林县人民政府与
百色学院签订了“校县战略合作
伙伴框架协议书” 及具体协议，
百色学院在西林建立“大学生学
习实践基地” 和“百色学院—西
林县乡村社区民间艺术研究与传

播协同创新中心”。 西林县县委
书记黄建南说： “终于盼来了高
校的智力支持， 以后我们县的产
业发展规划、 教育教师培训等工
作就有依托了”。 目前， 双方已
在砂糖橘产业发展、 挖掘句町古
国传统文化、 教师教育培训等方
面开展合作研究。

百色市自然资源丰富、 亚热
带作物丰富、农产品丰富。但农产
品运输和存储保鲜等技术不够完
善，当地农民经常是一辆摩托车，
左右两边架上两个箩筐， 拉着蔬
菜、水果、鸡、鸭到百色市来销售，

“摩托箩拉”成为使用最频繁的运
送方式。这既与“亚热带农产品主
要生产地”的名头不相适应，也制
约了当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对
此， 学校化生系目前正在对农产
品保鲜技术， 如芒果加工等进行
研究， 以改变农副产品的运输方
式，带动老百姓致富。

学校还加强与各行业、 企业
的联系， 以产学研合作的方式，

开展应用研究和横向科研合作， 通
过科研成果转化， 帮助解决了百色
市铝深加工、 沼气技术改进、 石漠
化治理、 旅游文化培育等产业发展
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专业调整紧贴产业需求
2006年，原右江民族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升格为百色学院。 在2007
年举行的第一次教学大会上， 百色
学院就提出要尽快实现由专科到本
科的转型， 由师范类到应用型的发
展，保留传统师范类强项，结合地方
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专业设置。

围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
人才的实际需求，学校按照“专业结
构与产业结构相平行、 专业培养与
行业需求相适应、 专业建设与企业
发展相关联”的思路，实施开放办学
战略， 认真研究百色及周边地区产
业发展趋势， 不断调整和优化专业
结构， 开设了金属材料工程铝深加
工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东盟贸易
方向、泰语、应用越南语等与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关联性强的新专业。
在课程设置上， 百色学院发挥

地域优势， 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做大
做强旅游管理专业， 增设百色起义
史、 百色文化概述、 百色旅游景点
解说训练等课程， 充分利用百色市
红色景点开展实地模拟导游训练。

因为专业结构设置合理， 毕业
生直接对接市场需求， 2012年，
学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89.18%，
一次就业率达93.33%。

教学研究深挖地方文化
百色有壮、 瑶、 苗、 回、 彝、

仡佬等6个世居少数民族， 其核心
优势就在文化。 因此， 用文化发展
带动百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成
为百色学院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

学校与百色市民委、 平果、 田
阳、 田林、 凌云等县政府合作开展
民族典籍文化翻译工作， 整理、 收
集和翻译出版了 《布洛陀史诗》、
《平果壮族嘹歌》、 《田林壮剧》、
《凌云七十二巫调》 等。

百色地处革命老区， 红色文化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学校充分利
用百色“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以“邓小平早期思想研究中心”、

“全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
为依托， 积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科技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强
化红色文化教育， 营造了健康向上
的校园文化氛围。

学院还加强了对邓小平早期思
想的研究， 积极探究邓小平思想的
理论源头，出版了《百色起义光照千
秋》、《右江苏维埃政权史》、《百色起
义精神研究》等一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早期源头”系列丛书，其中
《百色起义光照千秋》被广西教育厅
确立为重点建设教材。

立足现有资源， 服务地方发
展， 让百色学院找到了“有特色高
水平” 的发展方向。 卞成林说， 百
色学院的办学理念， 就是办一所

“平民大学”， 一所贴近普通民众、
造福平民百姓、 直接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的大学。

毕业生学
传统工艺技能

8月23日， 应届大学毕业生
在就业培训中心学葫芦雕刻技
艺。 日前，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大学生技能培训中心， 举办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民间技能免费培训
活动， 吸引了不少应届大学毕业
生前来学葫芦雕刻、 编中国结、
剪纸等民间传统工艺技能。

李铁成 摄

旅游业者应是
文明的使者

让出境旅游更加文明， 既需
要游客着力提升自身文明素养，
更需要一线旅游从业人员认真做
好宣传、 引导工作。 国旅张禹、
中青旅陈瑜两位旅游一线工作者
的事迹，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文明，源于细节。 比如，过马
路一定要看信号灯、 聊天要尽量
轻声等，看似微不足道，却可以反
映出旅游者的素质。 这需要一线
旅游从业人员总结经验教训，提
出明确具体的要求， 在向游客宣
讲时要细而又细、不厌其烦。

文明，是一份责任。除了提供
热情细致的服务外， 旅游从业人
员应认真做好功课， 仔细琢磨境
外旅游的各个环节， 认真分析旅
游目的地和我国的文化差异、生
活习俗差异， 提出有针对性的指
导意见和行为规范。

文明，也是一种追求。旅游从
业人员应切实提高自身文明素
养，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为
感染游客、影响游客。

旅游从业者应是文明的使者，
在提升出境旅游文明水平中发挥
出关键作用。只有引导游客从一点
一滴做起，文明中国的形象才会在
不断积累中放大。 据新华社电

新闻故事

国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员工张禹：

旅游从业者肩负宣导使命
张禹是国旅国际会议展览有

限公司的员工。 据他介绍， 国旅
总社历来都会在团队出行前对文
明出行进行宣传和引导， 但仍有
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这当中
有一部分原因源于一线的旅游工
作人员。 泛泛倡导客人文明出境
旅游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一线的
领队和导游身体力行， 从旅游的
每一个细节出发去宣传和引导。

张禹介绍， 他在带团中或是
工作之余， 会仔细琢磨出境旅游
的各个环节， 分析境内外的文化
差异， 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认真
对游客进行宣导， 并身体力行，

以自身为榜样进行引导。
张禹说， 文明出境旅游的宣

导工作要注重针对性。 出行目的
地的不同， 在文化上就会有很大
差异， 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宣导。
比如去欧美国家游览， 一般都会
为客人安排一次西餐作为特色
餐。 他会提前准备好西餐的知
识， 出发前教给客人： 如西餐就
餐环境要求安静、 餐具的用法、
不同餐刀的差别、 如何使用口
布、 西餐的上菜次序、 餐后要感
谢服务人员并支付小费等等。 如
果前往中东国家旅游， 要提前给
客人准备一些伊斯兰世界的知识

和禁忌， 避免出现误会。
做好文明出境的宣传， 意义十

分重大。 张禹认为， 作为从业人员
应该意识到： 每一名游客其实都是
一名中国的文化大使， 他的一言一
行、 一举一动， 代表了中国人的形
象。 他表示， 作为一名旅游业的一
线从业者， 自己愿意继续不懈努
力， 为游客文明出境旅游贡献一份
力量。

据新华社电

中青旅导游领队陈瑜：

我是领队，我为文明代言
从事旅游工作7年的陈瑜是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
导游领队， 服务泰新马、 普吉、
巴厘及港澳市场， 是2012年中
青旅优秀领队评比的第一名。 这
个自称有点“唠叨” 的年轻领
队， 一共收获了9面锦旗和15封
表扬信。

日前， 陈瑜在中青旅的会议
室帮着去泰国的游客做出行前的
“功课”。 她在每位游客的面前摆
放了一本蓝色的小册子———东南

亚出行手册， 带着大家浏览上面
的内容。 有位客人是第一次出
国， 之前虽然在网上查过一些资
料， 但觉得没有陈瑜讲得这么
细。 他说： “比如不能在沙滩上
捡贝壳， 如果领队不提醒， 我很
容易‘犯规’。”

陈瑜认真了解和积累相关知
识与规则， 比如马来人女性头部
裹着头巾， 是不能碰触的， 不要
拉她们拍照， 这些在说明会上她
会反复提醒。 陈瑜深知有些必要

的提醒也是对客人的安全负责， 比
如与动物拍照时， 她会嘱咐游客不
要触碰动物的须毛， 既要爱护动
物， 也要避免被动物咬伤。

陈瑜说： “我希望在境外的时
候， 我国游客能够更好地宣传国家
形象， 受到外国人尊重。 作为一名
旅游工作者， 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
帮助游客了解当地的风俗， 更好地
让游客在境外玩得开心， 让游客不
留遗憾。”

据新华社电

■短评

大讨论文明出境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