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2013 年 10 月 15 日

筲1917年10月15日， 北京大学召
集会议， 决定着手学制改革， 依照美
国大学学制， 采用选科制度。 此为我
国大学行选科制之始。
筲1997年10月15日， 瑞典皇家科
学院宣布， 将199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
学奖授予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教授朱
棣文和另外两位美、 法科学
家， 以表彰他们发明用激光
冷却和捕捉原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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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职级制，让教育家办学

青岛48名校长
轻松摘“官帽”

山里教学点 美丽似花园
—江西铜鼓县加强村级小学建设采访纪行
——
■本报记者

徐光明

宽敞明亮的教室和实验室，
簇新的塑胶跑道和篮球场， 整洁
的学生宿舍和餐厅， 丰富多彩的
文化长廊， 多媒体教室， 电子白
板……这是记者在江西省铜鼓县
三都中心小学看到的场景。 三都
中心小学副校长袁体红说： “原
来择校到县城小学的李紫仙、 曾
慧玲等同学， 今年9月都转回三
都中心小学读书。”
地处赣西北的铜鼓县是一个
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该县坚持
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当作继
“普九”达标后，促进教育公平、办
人民满意教育、 构建和谐社会的
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高度重视村
级小学及教学点建设。

山旮旯有了好学校
9 月 27 日 ， 记 者 走 进 铜 鼓
县， 见到一派火热的农村学校建
设景象。 目前在建村小及教学点
5所， 纳入规划建设项目村小5
所， 全县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办学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以前孩子上学， 走完了水
路走山路， 大一点的孩子， 搭车
搭船； 小一点的孩子， 每天要接
送， 刮风下雨很不安全。 现在好
了， 我孙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校， 家长可以放心外出务工了。”
温泉镇义田村60岁的农民李卫
国高兴地对记者说。
象湾小学是一所农 村 教 学
点，只有一、二年级42名学生。 过
去，教学点是一栋低矮的旧平房，
要是碰上下大雨，老师在岸上（讲
台），学生在田里（泥浆地）。去年，
县 里 和 村 里 共 同 集 资 100 多 万
元，新建三层教学楼，有教师休息
室、食堂，还有图书室。
2012年， 铜鼓县经过反复
研究比较， 进一步调整村小及教
学点的网点布局。 全县保留32
所村小及教学点， 异地新建学校
6 所 ， 改 扩 建 学 校 12 所 。 经 测
算， 32所村小及教学点规划重
建新建需资金2272万元。 为此，
铜鼓县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能
动性， 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参

义乌教育局长
被问责免职

据新华社杭州10月14日电
（记者 余靖静） 记者从浙江义
乌相关部门获悉， 该市教育局局
长等4名教育系统干部被免职问
责， 原因是该市一所中学的基础
设施尚未完工， 学生和老师却被
要求搬进学校学习生活。
9月初， 原义乌市苏溪中学
1000多名师生搬入了新校园义
乌市第五中学。 但是， 尚未完
工的新校园对师生的正常教学
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如校园的
道路建设、 石砖铺设、 绿化等
还在施工当中， 噪音不断； 学
校污水管道没有接通城市主管
道， 生活污水有时要靠汽车外
运等。
此事经当地媒体报道后， 9
月24日， 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
带领义乌市级领导班子与20多
个部门负责人， 在义乌五中食堂
开了“正风提效促转型” 的现场
会， 要求加快五中校园及周边配
套设施的工程进度。
10 月 11 日 ， 义 乌 市 纪 委 、
市委组织部、 市监察局联合下发
文件， 免去王永明义乌市教育局
党委书记、 局长职务， 调离教育
部门； 免去陈敏生市教育局党委
委员、 副局长职务， 调离教育部
门， 降职使用； 责成市教育局党
委免去胡会忠市教育局计财基建
科科长职务， 免去龚景喜市教育
局教育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工程科
副科长职务。

教学点教师待遇比城区高

学工作， 使学校充满青春的气息。
在教学质量年度检测中， 刘茹所任
教的学科名列全县第一， 开了村小
教学质量提升迅速的先河。
为了使优秀教师能扎根农村学
校教学点， 铜鼓县把各项表彰指标
的70%投放到农村学校， 每年都有
近100名坚守岗位、 淡泊名利、 无
私奉献的农村教师， 受到各级政府
的表彰奖励； 把职称评聘指标的
70%投放到农村学校， 农村教师职
务晋升、 职称评聘的比率和机会超
过了城区学校。
为使农村教学点教师住有所
居、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铜鼓
县由县级财政统发农村教学点教
师工资， 比照公务员标准落实了
农村教学点教师绩效工资， 并且
由县财政统一安排了教师养老保
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及住房
公积金。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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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空气清新， 孩子淳朴，

她的梦想是和丈夫一起把“猪圈” 做大， 成为黑龙江的养猪大户， 让周围更多的乡亲和他们一起致
富。 今年25岁的陈婧文毕业于黑龙江东方学院。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祯祥镇南部的一个偏远小
村——
—朝阳村， 只要提起陈婧文无人不知， 当地人都称赞她为养猪“状元”。
2011年， 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陈婧文面临就业难题。 几次碰壁后， 她暗下决心到农村去自主创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 她最终选择了回老家发展养猪产业。
创业近两年， 陈婧文夫妇的养猪场已逐渐走上盈利的轨道。 谈到将来的理想， 陈婧文说： “我们现
在也是在摸索着干， 希望自己的小产业越做越大， 下一步想把品质猪的好品种逐步在青冈地区推广， 让
乡亲们品尝优质猪肉的同时还能让腰包越来越鼓。”
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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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余姚市
九成中小学复课

三部门联合表彰
全国优秀少先队员
本报讯 （记者 禹跃昆） 在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建
队64周年纪念日当天， 团中央、 教育部、 全国少工委联
合公布了“全国优秀少先队员”、 “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 “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 名单。 这是面向全国少先
队员、 少先队辅导员、 少先队大队、 中队的最高荣誉， 每
两年评选表彰一次， 今年共评选出297名全国优秀少先队
员、 300名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382个全国优秀少先
队集体。
建队纪念日当天， 获奖者代表参加了在京举行的表彰
活动。 在为期一天的活动中， 代表们参加了全国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 少先队员代表和少先队工作者座谈会， 参观了
国家博物馆 《复兴之路》 展览、 中国科技馆、 青少年阅读
体验大世界， 并到未成年人专属网站未来网红领巾集结号
接受访谈。

上图： 陈婧文在猪
舍里检查猪饲料。
右图： 陈婧文和丈
夫在猪舍里给母猪添加
饲料。

汉字书写节目
传递“正能量”

■聚焦农村学校管理③

■本报记者 刘磊
10月14日发自四川仁寿文宫镇

■今日看点

今日关注

本报宁波10月14日讯 （记者 史望颖） 沉寂了一周
的余姚市阳明街道舜水小学在14日又恢复了熙熙攘攘，
正式上课。 记者从余姚市教育局了解到， 受台风菲特影响
停课的余姚市148所中小学， 截至14日， 已有73所复课，
普通高中已经基本复课。 预计到15日， 90%的余姚中小学
将复课。
余姚中学也在14日正式开学， 学生于13日傍晚就到
校报到了。 该校副校长骆柏林说， 学校已经进行了5次消
毒， 并在开学第一课向学生讲授了如何注意个人清洁卫
生、 饮食安全以及用电安全。
对于网上流传的余姚中学学生在晒书一事， 骆柏林表
示， 图书馆很多书籍被淹， 但是学生教科书被淹的只有1
楼的5个班级， 总量不多， 并且慈溪市新华书店也表示将
免费为余姚中学学生调拨一批新的教科书。
据了解， 由安全、 计划财务以及基建等部门有关负责
人组成的宁波市教育局支援余姚现场工作组也于13日下
午到余姚指导复课工作。

“暗访曝光”式督查整治校风

台

值班主编： 蔡继乐

老乡热情， 每个月还有山区任教补
贴， 我非常乐意在这里教书。”
2011年毕业于九江学院的语文教
师胡伟， 去年秋季来到铜鼓县带溪
乡高岭小学。 她有两个同学在该县
的城区学校教书， 平时聚会， 大家
都羡慕胡伟不仅享受着高岭的好山
好水， 还有比他们高的待遇。
铜鼓地处边远， 很多村小和教
学点都是民办转正的教师在执教。
针对这种情况， 近年来铜鼓县共引
进、 招考录用154名大专以上优秀
毕业生， 充实到村小和教学点， 解
决了村级小学教师年龄老化、 知识
老化的问题。
棋坪镇罗方教学点3名教师，
都是民办教师转正的， 平均年龄
50多岁。 2009年他们全部退休后，
县里调入刘茹、 方芳、 曾招秀3名
大学毕业生。 在刘茹老师的带领
下， 几位老师以满腔的热忱投入教

陈婧文：校园里走出的养猪“状元”

师生搬入未竣工学校

曝

与建设， 整合各项资金掀起村小建
设的高潮。
铜鼓县将上级转移支付危房改
造项目、 校舍维修项目、 校安工
程、 薄弱学校改造项目等资金， 尽
量安排给村小及教学点， 县里还出
台奖补政策， 调动乡镇投资村小及
教学点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为鼓励乡镇通过自筹或社会捐
赠等筹措村小及教学点建设资金，
县财政通过“以奖代补” 形式对工
程建设资金按30%奖励， 村小和教
学点工程建设项目涉及行政事业性
费实行全免、 经营性收费按50%收
取， 县发改委、 财政、 国土、 建
设、 环保、 质监等相关部门开辟绿
色通道， 特事特办、 急事快办。
铜鼓县教育局长刘东国告诉记
者：“我们还投入资金近2000万元，
为全县农村学校配备计算机等多媒
体教学设备；同时，大量添置图书及
音体美器材， 使每所农村学校图书
及器材数量都达到省定标准。”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近日， 青岛市首批市属中学
48名校长率先摘掉“官帽”， 共评出高级校长32名、 中级
校长13名、 初级校长3名， 告别了处级、 副处级、 科级官
衔； 新任干部不再套用行政级别。 这标志着新学期青岛市
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正在全市中小学推而广之。
从2013年起， 青岛市开始实施校长职级制改革试点，
先后制定18个文件、 20项制度， 进一步完善了校长职级
制的配套制度。 青岛市规定， 本学期开始将全面取消中小
学校干部的行政级别， 建立以职级为核心的校长管理制
度。 建立特级、 高级、 中级、 初级校长等4级10档的校长
职级管理制度。 进一步规范校长选拔任用制度， 建立完善
校长定期交流制度， 校长每个聘期为3年， 在一所学校连
续任职满2个聘期的应当交流。
青岛为教育家办学创设良好环境，并推进两项改革：一
方面做“减法”，通过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进一步简政放
权， 在教师聘任等方面赋予校长更大自主权； 另一方面做
“加法”，加强对干部监督管理，建立了社会参与的办学满意
度评价制度、 教育工作巡
查制度、 任期经济责任审
计制度及校长问责制等。

下午4时许， 一行3人来到
文宫中学门口， 向门卫出示证件
并登记后， 3人便开始在校园内
巡查， 其中一人手持摄像机。
当一行人走到教学楼时，碰
到手拿课本从教室走出的校长王
削凌，相互打过招呼后，记者才知
道原来是仁寿县教育局督导室的
同志到学校“明察暗访”来了。
“这所学校我来过很多次了，
每次来都能感受到浓厚的学习氛
围。 校长坚持一线授课示范， 老
师们团结敬业， 学生勤奋好学。”
仁寿县教育局督导室办公室主任
刘斌,对正在这里蹲点采访的记
值班编辑： 禹跃昆

校对： 邹大洪

者说。
而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和督导
室的同事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这样
“偷偷” 前往各学校“暗访” 教学
管理工作了。
“前几年， 不少人向教育局反
映全县教学风气出现问题， 很多校
长、 老师无心教学， 下了课桌就上
酒桌和牌桌， 全县教育质量受到很
大影响。” 仁寿县教育局局长辜学
良告诉记者， 为回应民众关切， 重
塑教育形象， 教育局决定对全县学
校开展一次全面督查。
“以往督查都是借助开学检查
这样的专项行动进行的， 不仅了解
到的情况有限， 还存在大量真空地
带。” 辜学良说， 仁寿是四川第一
人口大县， 有250多所学校， 要真

实地了解每所学校的教育情况难度
很大。 “这次督查， 就是要对每所
学校‘洗一次澡’， 发现教育教学
管理的问题， 并以摄影、 摄像的形
式， 原汁原味录制下来。”
为此， 仁寿县教育局组建了以
教育局领导牵头的“暗访”小组，配
置两台摄像机。 为避免督查中出现
“走人情”、“给面子”现象，教育局还
特意从县城中学找来几位德高望
重、有正义感的“陌生”老教师参与。
2012年9月， 督查小组对全县
169 所 学 校 进 行 了 第 一 阶 段 的 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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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江

访，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不少学
校存在环境卫生差， 门卫管理不规
范， 教师上班时间‘斗地主’、 溜
号， 食堂未按规定留样等现象。”
教育局决定将督查中采集到的
视频、 图片在全县校长大会上曝
光。 “许多校长看到自己学校的视
频， 当场就脸红了。” 督查小组组
长、 仁寿县教育局副局长王长久
说， 人都是好面子的， 校长之间也
互相在竞争， “丢了面子” 的校长
们回去后立即组织整改。
（下转第八版）

最近， 中央电视台和河南卫视分别开设了 《中国汉
字听写大会》 和 《汉字英雄》 节目。 播出后反响强烈，
一时间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说它好， 并不仅仅在于内容和形式好， 更在于弘扬
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字文化， 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经
典文化课， 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内容和形式本身。 现在，
国人“提笔忘字， 甚至不会写字”， 已是普遍存在的一
种现象。 而且， 随着电脑、 数码产品等日益普及， 此现
象越来越凸显出来， 真是令人担忧。
当然， 我们不能单纯将这一现象归咎于数码产品的
普及。 那么， 如何面对这一现象呢？ 两家电视台及时开
办了解读“汉字” 的栏目， 堪称及时雨， 对解决“提笔
忘字” 的现象真正起到
了良好的助推作用。 这
种审时度势的创新之
举， 有助于推动形成学
习传统文化和文字知识
栏目主持人： 禹跃昆
的“正能量”。
征稿： jinriweip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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