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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新闻

“淮工霍金”的大学传奇

南京理工大学：

“微善行”让校庆新风扑面

—记淮海工学院2009级毕业生周琳
——
■本报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陈晓艳 张兵
近几天， 一部名为 《轮椅上
的大学》 的微电影正在淮海工学
院2013级新生中展播。 镜头中，
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大男生， 在父
亲 的 帮 助 下 ， 缓 缓 “走 ” 上 台
前， 当他艰难地微微抬起双手，
从老师手中接过学位证书的那一
刻， 双眼噙满了泪花。
微电影的主人公叫周琳，该
校日语专业2009级学生。自幼患
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他，如
今身体只 能 软 绵 绵 地 靠 着 轮 椅
背，双脚也只能轻微地左右摆动。
身体无力，生命却精彩有力：几乎
每次考试都是班级 第 一 ，4次 获
得校一等奖学金，入选“江苏好青
年”百人榜，获得“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 提名……凭借自强不息
的奋斗， 他成就了一段轮椅上的
大学传奇，被誉为“淮工霍金”。

“
爸爸， 我要上大学”
4年前的高考， 周琳的成绩
超出江苏省一本线19分， 眼 看
就要实现大学梦， 却因身患肌无

力， 被许多大学拒之门外。
“爸爸， 我要上大学。” 周琳
执着地说 。 为 了 圆 儿 子 的 大 学
梦， 他的父亲周爱民， 一位忠厚
老实的下岗工人背着他来到离家
最近的大学——
—淮海工学院。 在
校长办公室， 周爱民一把握住淮
海工学院院长晏维龙的手说：
“校长， 这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是
我背着上学的， 12年来， 无 论
刮风下雨 还 是 酷 暑 寒 冬 从 未 间
断。 他有努力奋斗的志向啊！”
“这个孩子， 我们录取了！”
获悉周琳的情况后， 晏维龙深受
感动。
入学后， 学校协调各方力
量， 为周琳的生活学习创造便利
条件： 教务部门把周琳的课大多
安排在1楼， 或是有电梯的教学
楼； 日语专业男生少， 学院专门
从其他班调整了两位男生过来，
为身高体胖的周琳提供帮助； 为
了方便周爱民更好地照顾儿子，
学校还为他安排了一份月薪千余
元的临时工作……
周琳说， 在学校里每每遇到
领导、 老师、 同学， 大家都是热
情相助。 “记得大二上同声传译

课， 语音教室在四楼， 有一个月
电梯坏了， 每次上课都是班里的
男生帮周琳的父亲一起把周琳背
上去。” 王聿良说。

“我为儿子感到骄傲”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被医学
界称作是“渐冰人”， 这种疾病
的患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肌肉
逐渐全部萎缩， 只能在疾病中逐
渐死去。 因此， 周琳生命中的每
一天都是与时间赛跑。
入学后， 周琳将全部的精力
和热情都投入在专业学习上。 冬
天6点、 夏天6点半， 周琳准时
起床， 简 单 地 洗 漱 、 吃 过 早 饭
后， 就坐着爸爸的电动三轮车来
到学校。 大学4年， 他从没迟到
过， 也没旷过一节课。
“周琳在课堂上最活跃， 每次
发表课题时，他做的课件总是让人
眼前一亮。”同学高鹏说。周琳从近
两万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学校
10名
“学习之星”中的一员。
荣誉的背后，周琳付出的艰辛
难为人知。他的小腿每天都会肿得
很厉害，当奇痒和疼痛袭来，他即
便用尽全身的力气，也只能轻微地

动动脚。对他来说，睡着比坐着更
痛苦，不过“他很能忍”，只有在屁
股和腰被疼痛折磨得实在受不了
时，才会叫来父亲帮他翻身。
2011年7月1日上午，在外国
语学院党员活动室，庄严的《国际
歌》响起，周琳面朝党旗，艰难地
举起右臂， 宣读了入党誓词。“我
为儿子感到骄傲！”父亲周爱民不
停地搓着双手，热泪盈眶。

“有机会体验外面精彩
的世界， 值了！”
6月18日， 是周琳毕业答辩
的日子。 这是记者看到过的最特
殊的毕业论文答辩： 学院院长来
了， 班主 任 来 了 ， 同 学 们 都 来
了。 师生们先合力将讲台上的讲
桌搬至墙角， 然后推着周琳来到
台前……
面对导师的提问， 周琳面带
微笑， 流 利 地 和 老 师 用 日 语 对
话。 精彩的阐述， 赢得答辩老师
频频点头。
“经过论文指导委员会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周琳的论文做得最
好， 推荐他参加江苏省日语专业
2013年优秀毕业论文的评审。”

每日传真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国内高校第一个在本科阶段培
养复语翻译人才的实验班日前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开班，
实验 班 首 批 18名 学 生 全 部 从
二外校内选拔产生， 他们经过
3年的学习将同时具备英语和
法语的翻译功底。

本报 讯 (记 者 孙军）近
日 ，“国 家 级 胶 州 开 发 区 杯 ”
2013年 全 国 航 空 航 天 模 型 锦
标赛在青岛胶州开幕， 比赛以
“飞天梦航空城”为主题。 在为
期4天的比赛中， 来自全国21
个省份的235名运动员， 将为
近万名航模爱好者和观众献上
精彩绝伦的表演。

让每一所学校精彩绽放
（上接第一版）
同时， 湖北省教育厅要求各县市区
从制度上完善硬件建设、教师补充、轮岗
交流、激励表彰的保障机制，把机制做细
做实，有效指导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破
解学校师资配置、办学硬件等瓶颈，让老
百姓对孩子就近入学重拾信心。
为破解师资悬殊的均衡瓶颈， 湖北

省通过“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教师
准入和管理制度， 安排2万多名优秀大
学生到农村扎根任教。 省教育厅专门建
立了教师补充、培训、交流、保障、评价等
5项机制；统筹实施“国培计划”和“省培
计划”，免费培训农村教师26万人次，其
中近400名农村教师免费出国培训；实
施“启明星计划”， 组织88个启明星团

引得“春风”度玉关
（上接第一版）
这些学生能够受益， 得益于
以北京大学为组长的团队支援高
校全面启动的本科生“1+2+1”、
“1+3+1” 联合培养工作， 此举
旨在为兵团“三化” 建设培养紧
缺人才。 此外， 该校今年还推荐
8名本科生赴支援高校免试攻读
硕士研究生。
在新疆大学， 支援高校与该
校通过联合培养学生， 推出学生
文化、 社会实践活动， 选派学生
插班学习和教师支教等举措， 不
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为提升新
疆大学“自治区急需紧缺人才专
业” 培养质量， 该校与西安交通
大学开展了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本科生联合培养工作； 与中国矿
业大学对采矿工程专业的43名
学生进行联合培养， 并与20多
个矿山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对该
专业学生实施“订单式” 培养；
与北京师范大学实行联合培养研
究生“双导师制”， 目前， 已对
12名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
联合开展学生文化、 社会实
践活动也是支援的一大亮点。 为
促进学生之间特别是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学生的交流和学习， 新
疆大学与支援高校联合开展了
10余场次形式多样、 上百名学
生参加的学生活动。 在清华大学
101周年校庆文艺晚会上， 新疆
大学学生艺术团登台演出， 并与

身边的最

美

学生

近日， 学生们在参观
学校 举 办 的 兵 器 展 。 辽 宁
省锦州市凌河区金屯村小
学仅有60名学生， 学校坚持
开办少年军校， 并把军事
科学知识引入校本课程，
使该所村小全民国防教育
变得生动活泼。
李铁成 摄

河南师大举办
翻译学国际论坛

全国航空航天模型
锦标赛开幕

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学武说。
毕业已两个多月了， 怀揣着一
串串荣誉的周琳， 眼下却无法找到
一份工作。 他每天上网浏览求职网
站， 坚持阅读日语书籍， “我最大
的愿望是尽快找份工作， 以减轻父
母的负担。”
“照顾周琳， 是我的责任。” 周
爱民说。 在求学路上背了儿子16年
的他， 如今两鬓已经悄悄地爬满了
银丝。 他知道， 有一天， 自己终将
无力抱起儿子。
“16年的求学生涯异常 艰 辛 ，
如今却不能学以致用， 你 后 悔 过
吗？” 当记者斟酌再三将这个残忍
的问题抛给周琳时， 周琳却异常坚
定地说： “当然不会后悔， 有机会
体验外面精彩的世界， 过同龄人一
样的生活， 值了！”
淮海工学院也积极联系连云港
市翻译协会以及一些语言 培 训 机
构。 晏维龙说： “大学4年， 我们
竭力为他的成长成才提供环境， 现
在， 也真心期盼社会上的爱心人士
能够接过爱心接力棒！”

村小办起
少年军校

首个本科复语翻译
人才实验班开班

本报讯 （通讯员 屈会超
宋阳凯）日前，由河南师范大学
与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学会
主办的2013年“翻译学国际高
端论坛”举行，国内外96所大学
的168位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
论坛围绕“翻译与文化转型”等
议题展开。

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联袂举办了学生艺
术团专场演出。
2010年9月，18名塔里木大学的本
科生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6名到浙
江 大 学 学 习 ，14名 到 华中 农 业 大 学 学
习，26名学生赴东华大学学习。 2012年
秋季总共计划选派116名本科生赴中国
农业大学等高校交流。 这一举措， 极大
提高了塔里木大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从“
输血” 到“
造血”

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联
合开展科研
从“输血”到“造血”，立足新疆当地
实际，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无疑为新疆
的3所受援高校增强了“造血”能力。
记者从新疆大学了解到， 该校教师
和支援高校教师联合开展科学研究的积
极性很高。 对口支援以来， 联合申报各
类科研项目50项， 获批29项， 其中包
括1项国家“863” 项目、 4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立足国家地方重大需求， 积极推动
协同创新。 该校与清华大学共同成立
“新疆大学—清华大学中亚发展研究中
心”； 与中南大学、 新疆有色集团、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和特变电工分
别签订“新疆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及生
态修复” 协同创新中心合作框架协议，
并联合成立中南大学—新疆有色联合研
究院， 为新疆大学成功申报2个自治区
协同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持。 这是新疆大
学和支援高校合作体制机制的创新， 也
是对口支援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星期一

石河子大学与支援高校教师联合进
行科研攻关。 2012年该校与支援高校
联合申报科 研 项 目 ， 获 批 立项 10项 ，
其中， 国家级4项、 省部级6项， 获批
科研经费955万元。
2012年5月， 塔里木大学、 浙江大
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 浙江省
文物局共同签订新疆文化遗产保护与研
究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浙江大学—塔里
木大学共建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在塔里木
大学落户， 分别成立3个研究中心。 中
国农业大学与塔里木大学就共同申报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或科技支疆项目已达成
共识， 目前双方已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新疆红枣产业可持续发展关键技
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和“农业部区域性
肉羊遗传育种与繁殖重点实验室” 的申
报立项上展开合作。 在东华大学的指导
和帮助下， 塔里木大学开始了筹建纺织
工程专业实验室工作， 并建立了人才培
养、 师资队伍建设、 专业实验室建设同
步的模式。
短短3年时间， 对口支援由点到面，
全面铺开， 效果凸显。 石河子大学党委
书记何慧星说： “一年一度的对口支援
工作例会， 各支援高校领导与我校领导
齐聚一起， 详细总结上一年度对口支援
工作， 全面分析当前对口支援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 共同探讨了下一阶段对口支
援工作思路及任务。 这让受援高校和支
援高校打通了相互沟通和了解的渠道，
支援高校把受援高校的事当自己学校的
事来办，这样的换位思考，如今变成了一
种自觉。 ”

队、317名优质学校副校长和骨干教师，
到农村学校任职任教， 城乡教师交流逐
步由个人支教向团队支教转变， 真正实
现了农村学校师资力量全面改善。
为提高教师积极性， 湖北在全国率
先实施“农村教师周转房建设工程”。 6
年来，全省统筹资金8亿元，新建和改造
教师周转房3万套， 免费提供给城乡交
流教师、 特岗教师和无房教师使用，“教
者从优”得以体现。
教育均衡的制约因素还有农村校的
硬件落后。对此，该省共落实城乡义务教
育保障经费123亿元， 经费投入重点向
农村倾斜， 新建和改扩建农村中小学校
舍1200余万平方米， 消除D级危房校舍
378万平方米， 大大提升了每所学校的
硬件水平。
各项机制的综合作用， 促进了湖北
全省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 涌现出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汪金权、 桂贤娣、 杨小
玲， 全国最美乡村教师邓丽等一批“教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不设华丽的舞台， 没有豪华的礼
品， 来宾一律吃自助餐、 住标间。 近日， 南京理工大学举行60
周年校庆， 本着节俭的原则， 学校各项接待和学术庆典活动尽
可能从简。 取而代之的是， 一系列体现着爱心和奉献的“微善
行”， 这让校庆新风扑面。
“如果有人像您一样需要这把伞， 希望您可以把它传递下
去， 带上来自陌生人的关怀， 完成这份爱心的接力。” 校庆现
场， 每位参加校庆的中外校友都领到了一份印有编号的爱心
“雷锋伞”， 他们将受领一份珍贵的爱心传递任务。 攀爬体验
区、 梅花桩趣味体验区、 篮球场……占地达12000平方米、 位
于南理工中心区域的绿色体育园修缮一新， 免费对师生和市民
开放。 对于地处市区的南理工来说， 从紧张的办学资源“挤
出” 地方作为运动场所， 惠及市民， 这绝对是“大手笔”。

上海师范大学：

为本科生购买实习保险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假如学生实习中发生意外事故，
将可以获得保险理陪， 于是减少了实践环节“缩手缩脚” 的顾
虑。 新学年伊始， 上海师范大学为进入毕业实习阶段的5000
多名大四学生购买“大学生实习期意外伤害保险”， 每份保险
金额为8万元。
我国现行法律对实习生身份没有明确界定， 学生一旦发生
意外， 责任主体不明， 学生权益得不到保障。 一些实习单位多
给学生安排以观摩为主的实习项目， 需要动手实践的活动难以
参加， 实习的作用大打折扣。
上海师范大学与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达成
合作， 学校出资为即将参加实习的每名学生购买保险， 保险项
目包括意外身故、 意外残疾和意外烧烫伤三类， 保险金额都是
8万元， 由此承担大学生在实习场所内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的
保险责任。 上海师大确定了两个时段不同、 分别跨越半年的保
险期， 供学生自主选择。

黑龙江50万学生受资助
本报哈尔滨9月22日讯 （记者 曹曦） “以前都是在电视
里看到这样的学习机、 眼部按摩仪， 今天能捐赠给我们这些农
民工子弟使用， 真是很开心！” 今天下午， 在“情系黑龙江教
育， 爱心助学助教活动” 启动仪式上， 来自拜泉县农村、 哈尔
滨市征仪路学校八年级 （3） 班的学生段佳明说。
今年8月黑龙江发生特大洪水， 929所学校受灾， 其中毁
坏教学仪器设备7692套， 直接经济损失31444万元。 广州天天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部分受灾、 贫困中小学校捐赠了一批价值
1000万元的学习仪器和设备， 给农民工子弟、 贫困生创造了
良好的学习条件。
近年来， 黑龙江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已经形成了
一个比较系统、完善的体系。去年全省共发放各类奖助学资金和
支付免费教科书资金13.27亿元，资助大中小学生50.16万人。

育明星”。

特色办学： 让每所学校都有
“
文化品牌”
“大别山川千里秀， 天堂河畔百春
图， 柿红栗满名遐迩， 更有校园胜一
筹。”这是湖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
评估组成员， 看到罗田校园建设后的欣
然感慨。
湖北省罗田县各中小学在推进素质
教育过程中，大力推出了“听、说、读、写、
书、画、摄、演”等富有特色的德育艺术活
动：实验小学“红领巾艺术团”节目登上
央视校园春晚舞台，被评为“全国艺术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首批中华优秀文化
艺术传承学校”；严坳中学的“串跳绳72
变”阳光体育活动被全国14家省级电视
台播出……
罗田县校园文化的成功是湖北省一
校一品工程的结晶之一。 湖北省教育厅
倡导学校发展独特的校园文化品牌。 短
短3年时间， 校园文化栏目以及与之相
关的校本课程开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如今，“一校一品” 的校园文化格局已经
形成， 部分县市区还在探索校园文化整
合，打造“教育共同体”。
体制创新是湖北推进教育均衡的另

一特色。 该省教育厅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
推进现代教育的重要抓手， 省财政列支
500万元，设立“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支
持义务教育创新管理、提档升级。
丹江口市在湖北省教育厅先行试点的
基础上，将全市16个乡镇分为6个教育发展
协作区。 协作区内实行“四个一体化”，即教
师资源一体化调配、教学设备一体化配备、
教学管理一体化安排、 教学质量一体化评
价，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交流
合作， 而且实现了学校由封闭办学到开放
办学，由独立办学到协作办学的根本转变。
一花引来百花开。 各地因地制宜，从创
新做起，纷纷打造富有特色的教育品牌。 通
山县“联校走教”，仙桃市“三制改革”，当阳
市把巩固率、合格率、变异系数等作为评价
义务教育质量的重要维度……一系列教学
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村学校办学质量和效益。
一批学校的办学特色更走在了全国前
列。 武汉市着力打造的特色学校文化建设
展示周等活动引来省内外许多学校参观学
习；襄阳市樊城区在全区开展“三究四学”
高效课堂模式探索，被授予全国“十大区域
教改样本”称号。
各个地区办学模式的改革， 无一不在
揭示着湖北教育均衡发展的特色： 让每所
学校都精彩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