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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服务贴心 教授创业给力
———南京理工大学“保姆式”服务助力科研成果转化纪实
■本报记者 沈大雷 李凌

通讯员 杨萍

教授的科研成果一出来，
学校就主动提供服务， 帮他们
评估成果转化价值， 进而多方
联络、 申请专利、 找投资人、
开厂办公司， “一条龙服务”
让教授省心、 企业放心、 社会
尽早享受科技成果。

在南京理工大学，通过“保
姆式”、专业化、“一条龙”的科
技成果转化， 学校已经帮很多
教授找到合适的合作企业，有
效解决了科研专利“躺”在实验
室、无法转化的问题。

校长给创业教师找厂房
氧化锆纤维是火箭必备隔

热材料， 也是世界各国科学家的
重点研究方向。 多年来， 我国这
种材料一直从美国进口， 目前美
国同类产品价格已经达到400万
元一吨， 且对外销售一直受到严
格管制。 学校材料学院教师刘和
义经过10多年研发， 攻克了这
项技术。 刘和义研发的材料去年
获得国家专利， 耐受温度最高达
2500度， 且市场售价可以控制
在100万元一吨。 手握专利的刘
和义萌生了创办工厂的想法。

“南京市有‘科技9条’ 新
政， 学校有‘保姆式’ 贴心服
务， 这让我对创业充满信心。”
刘和义说， 不过， 找合适厂房让
他颇有些苦恼。

没想到， 居然是校长帮他解
决了这个大难题。 南京理工大学

校长王晓锋心里惦记着刘和义的
难处， 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晓锋
到江苏溧水洽谈其他事宜时， 发
现有一间厂房非常适合刘和义的
项目。

随后， 经学校相关部门牵线
搭桥， 今年5月， 南理工正式和
南京宇龙电子器材有限公司签署
协议， 将刘和义的科研成果在该
公司进行转化， 并共同在溧水东
屏镇工业园区创办学科型新公
司———“南京理工宇龙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该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
前期公司注册资金700万元， 学
校和刘和义共同持有的“氧化锆
纤维超高温隔热材料的制备技
术” 评估210万元作价入股， 拥
有技术股权30%。 对此， 刘和义

深有感触地说： “如果没有校长
提供的信息， 没有学校有关部门
的牵线搭桥， 我的技术转化不会
这么顺利。”

目前， 该项目已正式投产，
产品将可替代进口产品， 达到年
产100吨氧化锆纤维及制品的生
产规模， 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5
亿元。

专业团队寻找投资人
刘和义所说的有关部门中，

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机构， 那
就是南京理工大学为服务教授
科研成果转化专门成立的技术
转移中心， 负责帮助教师进行科
研成果转化、 寻找投资人、 实现
产业化。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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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课抵制教师
做法待商榷
■黄志帅

因语文老师普通话不够
标准， 家长便鼓动学生用罢
课、 拉横幅的方式抵制， 要
求“弹劾” 这位老师。 当笔
者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
时， 不禁摇头叹气。

我以为， 家长重视子女
的教育， 希望由教学水平
高、 经验丰富的老师教自己
的孩子， 这可以理解。 但如
果仅仅因老师普通话不够标
准， 便鼓动孩子采取激烈的
方式“弹劾” 教师， 做法上
有待商榷。

其实， 要想科学合理地
处理此事， 可以采取多种方
法。 比如， 可以选派几名家
长代表直接与校领导沟通，
协商解决办法； 也可以由家
长委员会出面与学校共同商
量解决办法； 还可以选派代
表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反
映， 寻求解决办法。

当然， 学校和教育主管
部门也要从中吸取教训， 要
体谅家长的心情， 主动做沟
通工作。 同时， 教师也应不
断给自己充电， 提高自己的
教育教学水平， 包括用标准
的普通话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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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典型报道

□改革者说

“牢固树立改革创新意识， 踊跃
投身教育创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
在致全国教师慰问信中明确提出了教
师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 深刻揭示了
教师在教育创新实践中的主体地位，
为教师走好教书育人之路指明了方
向。

牢固树立改革创新意识是时代对
教师的要求。 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
核心， 是指引我们为实现中国梦奋勇
前进的灯塔。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在
世界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最基本的
能力就是创新能力。 创新人才要靠学
校教育来培养， 这就要求当代教师必
须具备创新的品质。 作为文化和文明
的传承者， 教师理应牢固树立改革创
新意识。

广大教师是改革创新意识的传递
者。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
水来”， 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
是改革创新意识的源头活水。 在现实
和未来的交汇点上， 教师是传递改革
创新意识的“火炬手”。 广大教师既
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创造新事业、 推
动中国教育进步， 又要更新自我、 培
养具有创新意识的新人。 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是一场持久的
接力， 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断努力。 青
少年学生是民族的未来， 是时代最有
活力、 最具创造性的群体， 在他们那
里深藏着改革创新的梦想、 冲劲和勇
气， 广大教师要激活他们的创新意
识。 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自己要牢固树
立改革创新意识， 更要把这种精神力
量传承给青少年学生， 将改革创新的
精神火炬传递下去。 唯有如此， 我们
的民族才能拥有持续的发展动力。

教育创新是教师实践改革创新意
识的重要园地。 教师的职业生涯普通
而平凡， 然而， 就是这种备课、 上课、 修改作业的平凡生涯才更
需要广大教师实践改革创新意识。 因循守旧的教育、 教学不符合
现代教育要求， 没有激情也没有未来。 广大教师要从满足现状的
思维中突破出来， 不怕碰壁， 不怕困难， 勇于上下求索， 开拓进
取， 树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 要立足现
实， 在脚踏实地的本职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 取得突破， 小到教
学创新， 大到教育改革的创新， 都需要我们认真寻找现实的走
向； 要不断更新教学观念， 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注重培养学生
的主动精神， 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引导学生在个人兴趣和发
挥潜能的基础上全面发展。

在迎接现代化的过程中， 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广大教师一定要让改革创新成为一种自觉的思维理念、 行为方式
和目标追求， 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做出贡
献， 为中华民族辉煌而壮丽的复兴做出贡献。

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有力促进教育公平
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 徐梅

信息化时代为黑龙江教育带
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实践
中， 我们充分认识到， 教育信息
化不是简单地配点儿设备、 开发
点儿资源， 而是要通过推进教育
信息化促进教育理念、 教学模
式、 学习方式的深刻变革； 为促
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提供
有效保障； 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提
供支撑条件； 有效提高教育行政

的管理和服务能力。
要想有效推进教育信息

化， 就要进一步提高教育管理
者和教师的信息化技能水平、
构建教育信息化创新体系。 近
年来， 在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
下， 黑龙江形成了各方联合推
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良好局
面， 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长足
发展。 今年， 结合我省教育改

革和发展实际， 省教育厅制定了
全省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 规划
了五项重点工程， 为全省教育信
息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下一步，
我们将按照“整体推进、 分步实
施， 统筹规划、 分类指导， 典型
引路、 协同创新， 加强领导、 强
化保障” 的推进策略， 努力使教
育信息化工作成为当前最出彩的
教育工作之一。

冲破教与学的“围墙”
———黑龙江教育信息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曹曦 廉世民

黑龙江地处祖国东北边陲，
地广人稀， 优质教育资源区域
分布极不均衡。 然而， 近年来
这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教育信
息化工作却风生水起， 成为全
省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助推器：
高校基本建成功能完备的宽带
校园网； 90%的中职学校、 72%
的中小学接入互联网； 44%的

中小学建成了网络条件下的
基本教学环境； 全省342个教
学点已完成多媒体远程教学
设备的安装……

犹如春风吹开梨花， 随
着黑龙江数字教学资源不断
丰富， 信息化教学应用不断
拓展， 教育信息化对促进教育
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 创新
教育模式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初步呈现。

顶层设计为信息化
提供组织保障

教育信息化不是简单地配点
儿幻灯片， 配点儿计算机。 作为
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 黑龙江
教育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如何
能够达到少花钱多办事的效果？
破解这一难题的答案就是体制
机制创新———由一个专门机构
牵头， 统筹规划全省的教育信

息化建设工作。
2000年， 黑龙江省政府在

教育厅成立远程教育处， 后更名
为教育信息化处， 进一步完善其
职能。 这使得黑龙江成为全国第
一个成立教育信息化处的省份。
2001年， 黑龙江教育厅又成立
了信息化领导小组。 如今， 全省
13个地市和70%的县都成立了专
门机构， 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教育
信息化管理体系， 为教育信息化
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
障。 今年， 结合教育改革和发展
实际， 《2013—2020年黑龙江
省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 顺利出
台， 该计划明确了全省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发展目标和
任务， 规划了五项重点工程， 信
息化建设有了具体的抓手。

信息化是事关教育全局的
战略选择， 也是2020年基本实
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在

教育信息化建设上， 黑龙江确
保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十一五” 以来， 全省共投入20
多亿元资金用于基础教育信息化
建设， 目前全省中小学基本配备
了信息技术教育设备， 初步构
建了惠及全省农村中小学的远
程教育网络， 建设了全省统一
的基础教育资源网站———育龙
教育信息网， 资源库总量达到
8T。

如何节省投资、少走弯路，实
现共同发展？ 黑龙江省教育厅教
育信息化处处长门海表示， 实践
证明， 统一的教育信息化平台是
投资最少、见效最快、覆盖最广、
效益最高的信息化发展模式。 按
照教育部教育信息化的总体设计
框架要求，黑龙江制定了“龙江学
习网”建设方案，拟建设“一套基
础设施，一个中心，一个门户，五
大平台”。 （下转第四版）

不能让学生
成为“唐僧肉”

———透视河南柘城二高学生打砸
事件背后的校园高物价

■新华社记者 付昊苏 姜亮

近日， 河南商丘市柘城县第
二高级中学发生了一起学生打砸
事件， 学校及县教体局相关负责
人已分别受到处理。

记者采访了解到， 打砸的起
因是学生与食堂工作人员的争
执， 而打砸背后折射出的是学生
及家长对封闭化垄断环境中食宿
服务价高、 质低的久来怨愤。

午饭时起冲突 学生
打砸食堂冲击校门

柘城二高是河南省示范性高
中 ， 位于县城内 ， 现有师生
8000多人， 教学楼前报刊栏玻
璃上被砸出的大窟窿似乎诉说着
14日那场风波。

“中午刚过12点， 我到食堂
正准备吃饭， 忽然听到不远处有
人大声嚷嚷， 不一会儿就见有同
学掀桌子砸餐具了。” “当时好
多人都在吃饭， 看到有人打砸桌
子， 也有不少跟着起哄。” 几个
学生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事发后， 校方对事件的调查
结果显示： 9月13日上午， 二年
级A部学生会例行监督检查餐厅
卫生及饭菜质量， 因怀疑38号

窗口饭菜质量有问题， 而对方工
作人员不配合且态度不端， 双方
发生争执。 14日中午就餐时，
20余名学生与餐厅38号窗口工
作人员发生争执并起冲突， 学
生掀翻餐厅桌椅28张， 造成部
分学生和职工围观， 学生与员
工没有发生肢体接触， 无人员
受伤。

目前， 学校已对餐厅38号
作业组停业整顿， 涉事两名员工
被开除处理。 学校要求承包食堂
的餐饮公司深刻检讨， 提高食堂
员工的服务质量和饭菜质量。

矛盾直指垄断高物价
学生缘何成了“唐僧肉”

记者采访了解到， 打砸事件
的背后， 是学生及家长对校内高
物价的长期积怨。 以前， 学生可
以出入校门， 自主选择消费， 但
新学期以来， 校方强制施行封闭
化管理， 严禁学生校外用餐和住
宿， 最终激化了矛盾。

说起学校的高物价， 柘城二
高的学生满腹牢骚。 “食堂比外
边饭店都贵， 同样价钱的蒸饺，
校内一笼只有8个， 校外的有12
个， 味道还好得多。” “宿舍没
有插座， 想充电去超市， 一次5
毛钱。” “这学期住宿费涨了60
元， 说是要在宿舍安装空调， 但
根本没有装。”

（下转第四版）

视线
团圆节我们不孤单

近日， 太原市儿童福利院的护理员和孩子们在一起。在这里， 孩子们把护理员当成亲人；
而在护理员的心中， 他们就是自己的孩子。 中秋节当天，福利院的孩子们会和他们的“爸爸”

“妈妈”一起吃月饼， 共度这个举家团圆的节日。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历史上的今天

筲1954年9月20日， 第一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通过、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
一部宪法。

筲2003年9月20日， 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决定将这一天
定为“公民道德宣传日”。

家庭作业：
想说爱“你”不容易

■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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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减负”
系统工程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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