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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九十， 志学兴术； 踔厉学子万千， 谋海济
国。 2014 年 10 月 25 日， 中国海洋大学将迎来 90 华诞。
90 年来， 中国海洋大学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 与新
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同呼吸、 共命运， 谱写了一曲奋
斗不懈、 发展壮大的蓝色华章。

沧桑砺洗， 阡陌辉煌。 1924 年， 中国海洋大学的前
身———私立青岛大学在青岛诞生。 历经国立青岛大学 、
国立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等几个时期的变迁， 于 1959 年
发展成为山东海洋学院， 1960 年 10 月被中国政府部门
确定为全国 13 所重点综合大学之一， 1988 年更名为青
岛海洋大学， 2002 年 10 月经国家教育部门批准更名为

中国海洋大学。 经过近 90 年艰辛探索和团结奋斗， 中国
海洋大学这片名师荟萃、 群贤毕至的杏坛圣地， 积淀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 ， 孕育着勃勃的生机和希望 。 学校于
1999 年首倡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 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
海洋和水产为特色、 学科门类齐全、 师资力量雄厚、 在
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国家 “211 工程” 和 “985 工程” 重
点建设高校， 正朝着国际知名、 特色显著的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的奋斗目标昂首迈进。 所有这一切， 源自于一代
又一代中国海大人的躬耕不辍和蹈厉前行， 凝聚着社会
各界的关怀厚爱和鼎力支持， 蕴含了无数校友的赤子衷
肠和爱校情怀。 我们感恩时代， 感恩社会。

浩海求索， 立言济世。 中国海洋大学因海而生， 因
海而兴 ， 因海而强 。 作为国家战略性大学 ， 学校坚持
“教授高深学术， 养成硕学宏材， 应国家需要” 的办学宗
旨， 秉承 “海纳百川， 取则行远” 的校训， 以培养国家
海洋事业的领军人才和骨干力量为特殊使命， 为国家培
养了十余万名栋梁之才。 神舟飞天、 嫦娥奔月、 蛟龙探
海、 极地科考、 亚丁湾护航、 辽宁舰入列、 海水养殖浪
潮迭起、 蓝色经济蓬勃发展……这其中无不有中国海大
人的身影。 他们遍布神州， 远及寰宇， 在各个领域辛勤
耕耘、 励精图治， 为国家富强、 社会发展、 人类进步做
出了贡献， 为母校赢得了声誉。

踵事增华， 共谱华章。 值 90 周年校庆之际， 学校将
举办系列学术和庆祝活动， 以弘扬海大精神， 展示办学
成就， 总结办学经验， 凝聚各方力量， 进一步推动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为建设海洋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海大是山， 壁立千仞； 海大是海， 海纳百川。 我们
诚挚期盼各级领导、 广大校友和各界朋友以多种方式与
全校师生同庆中国海洋大学 90 华诞， 共襄盛举， 同铸辉
煌！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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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师体检 5

“农村女教工体检， 这事凑钱也要做”

北京密云女教师体检政府埋单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位

于北京东北端的密云县今年的女
教师全员体检结果近日公布， 4
名患有早期癌症的女教师被及时
发现送医。

从2006年起， 密云县向全
县所有女教工提供全员体检， 9
年来， 平均每年有3至4名患有
早期癌症的女教师被及时发现，
全县再没有发生一例在岗教工因
病殉职的情况。 密云县在北京属
于财政并不富裕的远郊县， 女教
师体检也不属于额定的教育经费
支付范畴。 但是， 密云县教委教
育工会主席郝纪东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语气坚定地说： “女教师体

检这事， 凑钱也要做。”
问及建立女教师体检制度的

初衷，郝纪东说，2006年前的几年
里， 密云教育系统内女教工罹患
癌症的事例曾经连续发现了好几
例，而且一发现就是癌症晚期。 这
种情况引起了教委领导的重视，
班子研究后决定立即筹措资金，
为全县女教工开展年度体检。

密云县时任教委主任亲自
到县财政局申请专项经费， 在
资金匮乏的情况下， 确立了教
委、 学校和教师个人共同承担
体检费用的支付方案， 具体比
例为学校负担二分之一、 教委
负担四分之一、 教师个人负担

四分之一。 检查项目包括妇科
检查、乳腺扫描、B超、宫颈细胞
学涂片检查（防癌刮片）。从2011
年起， 县教委争取到政府支持，
体检费用由财政全额拨款，检查
项目也增加了癌胚抗原检查、育
龄妇女孕检等多项。

根据体检医院统计， 2006
年密云县开展女教师全员体检
后， 每年平均接受体检人数为
4500余人， 每年筛查出的癌症
早期病例 3至 4人。 其中 ， 在
2010年体检中， 筛查出两名女
教师分别疑似宫颈癌和乳腺癌，
经北大医院确诊， 两名教师及时
手术， 目前康复很好， 没有影响

正常工作和生活。
目前， 密云县教育系统实行每

两年一次全员体检制度， 而女教工
在全员体检轮空的年份里单独进行
女性项目体检。 郝纪东说： “教师
队伍是教育资源的核心， 女教师特
别是郊区县的女教师平时工作和家
庭的压力很大， 身体相比男教工而
言更易受到影响。 通过年度体检，
医生发现一些常见的妇科炎症情况
大量存在， 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可
能转化为恶性病变。 这些年， 根据
体检诊断和医生的治疗建议， 女教
工基本得到了及时治疗。”

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 目
前北京并没有全市女教工体检的统

一政策， 区县教工体检主要由区县
负责组织， 不同区县女教工体检经
费的来源和体检保障计划也不尽相
同。 例如， 位于北京西北端的远郊
延庆县从2002年起， 由学校拨出
专项资金开展针对全体女教工的两
癌筛查， 最近4年这项体检服务扩
展到65岁以下退休女教工。 据延
庆教委统计， 近年来， 通过体检全
县共发现子宫癌、 乳腺癌病例20
例。 为了解决这部分患病女教工的
后顾之忧， 县教委为全体女教工购
买了健康保险。 截至2007年， 名
为“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
计划” 的健康保险在全县实现了
100%全覆盖。

体检提高了大家的健康意识
中国教育报：

我校是大别山区的一所农村
普高。 今年教师节， 学校自筹资
金， 为每位教师送了一份300元
的体检套餐，体检项目包括血检、
尿检、胸透、心电图、彩超、胃镜、
血压和女教师的妇检。 不查不知
道，一查吓一跳，大部分教师在体
检中均发现隐性健康问题。 有的
教师查出心脏疾病， 有的查出囊
肿、 脂肪肝， 有的出现血脂、 血
糖、 甘油三酯、 尿酸等多项参数

偏高。 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 三
十几岁， 体型并不虚胖的， 血检
也有“三高”。 体检亮出的红灯
着实把人吓了一跳。

其实， 在我们这样的农村学
校， 生活条件差、 工作负担重、
心理压力大， 已经成为影响大多
数教师身体健康的隐形杀手。 与
城市学校教师相比， 农村教师业
余生活单调， 缺乏健身氛围和观
念， 平时对个人健康不太关注，
大多忙于工作无暇顾及。 尤其是

班主任群体， 长期晚睡早起、 睡
眠不足、 锻炼不足， 检查出的问
题最多。 有的班主任工作起来如
“拼命三郎”， 创下了“六高”、
“七高” 的骇人纪录。 老年教师
健康状况也普遍堪忧， “从教大
半生， 落下病一身” 是很多老教
师的真实写照。

相比没有体检待遇的农村学
校， 我们还算幸运， 学校制定了
每两年一次体检的政策。 在教师
节期间， 为教师送一份体检是对

教师最好的慰问， 比搞点儿活动、
发些慰问品或慰问金更来得实在。
毕竟，在农村学校，很少有教师在没
生病的情况下花几百元主动去体
检。前年体检，我校的一位胖哥同事
多项指标亮红灯， 经过近两年风雨
无阻的走路锻炼，体重降下来了，今
年体检各项指标正常。体检以后，很
多同事的健康意识提高了， 积极参
与健身锻炼的人多了， 身体好了，
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当然， 什么时候送体检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教师能实实在在享有这
一待遇。然而，对广大农村教师而言，
享受体检待遇却面临着政策执行和
资金保障问题———这是政府主管部
门和学校应该努力解决好的问题。

■湖北省麻城市第二中学 龚
知栋

上海闵行本土化实施“幸福课”
将理念化为具体可行的操作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早
上你自己起床还是爸妈叫你起
床？ 今天穿什么衣服是你自己决
定还是父母决定？ 上学时你的书
包是自己背还是家长背？ 近日，
上海市闵行区平南小学向三年级
学生讲授“做负责任的决定”，
一个个具体的问题， 使学生受到
强烈触动。

从2012年起， 闵行区12所
中小学试点引入美国“健康与幸
福” 国际课程， 把抽象的幸福理
念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操作， 增进
学生的生命意识、 环境意识、 诚
信意识和合作意识， 促进学生全
面而有个性的健康发展。 这种课
程以操作步骤明晰、 效果立竿见
影， 而受到学生、 教师和家长的

喜爱。
“健康与幸福” 是美国的一

门综合性生活课程， 浙江某出
版社将其引入中国， 从小学三
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共12册教材。
整套教材围绕维持和提高一个
人健康行为的10项生活技能展
开， 包括设定健康目标、 解决
冲突、 管理压力、 运用沟通技
能、 做负责任的决定等。 针对
学生的年龄层次和发育特点 ，
不同的教材对具体技能各有侧
重。

“这套教材告诉教师和学生
实现健康幸福的方法途径， 通过
目标的制定来达成健康合约， 真
正影响孩子的行为习惯， 比学习
和记忆现成的知识结论更有意

义。” 闵行区梅陇中心小学学生工
作部主任唐蓓芸说。 她举例说， 教
材中讲到“控制自己的情绪” 时，
引导学生多使用“我信息” 而避免
使用“你信息”， 可以说“我被撞
得很痛、 我很生气”， 而少用“你
怎么能乱跑、 你不能打我”， 借助
非常实用的办法， 达到避免冲突、
化解矛盾的效果。

闵行各试点中小学对“健康与
幸福” 课程的内容进行校本化实
施， 不是当作单独一门课全盘引
进， 而是挑选合适的模块内容， 融
入不同的课程， 由不同的教师讲
授。 该出版社副总编辑邱连根说：
“这套教材最突出的特点是可操作
性强， 通过一项项具体的生活技
能， 解决身边的实际问题， 把学生

引向健康和幸福。”
美国麦格希教育测评中心 （北

京） 对闵行区12所试点中小学的
评估报告显示， “健康与幸福” 课
程不仅对学生理解身体、 心理、 情
绪的整体健康观念有显著效果， 而
且对学生正确理解并掌握健康知识
及技能有显著效果。 报告显示， 三
年级学生及家长对“健康与幸福”
课程都非常喜欢， 95%的家长对课
程非常满意， 96%的学生说他们通
过学习课程在心理健康方面获得了
很大的帮助。

据悉， 自今年9月起， 闵行区
又有 13所中小学自愿加入试点
“健康与幸福” 课程的行列， 试点
学校从而达到25所， 参与教师220
人， 覆盖学生3980名。

10月22日， 深圳市光明新区
实验学校学生们在参与趣味篮球
运动。 该校在广泛开展阳光体育
运动的同时， 将趣味运动引入体
育课堂， 让孩子们在轻松、 快乐
中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

朱坤伟 摄

趣味篮球
轻松快乐

海南首次启动
省级教学教研视导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 （记
者 刘见） 今天， 由海南省教育
研究培训院院长陈夫义等36名
省内外教育专家及省政府教育
督学等组成的教学教研视导组，
深入海南师大附属中学进行教
育教学“会诊”。 这标志着该省
首次开展的省级教学教研视导
工作正式启动。

本次视导采用“听 、 查 、
看、 访、 结” 等形式， 除了视导
课堂教学外， 还关注教学常规管
理和区域教研及校本教研。 视导
内容包括教学常规管理， 课堂教
学和区域教研及校本教研等， 了
解各校各地区落实课程计划、 教
学常规管理、 管理制度执行、 区
域教研活动等情况， 强化教学教
研工作指导， 力促教育教学质量
全面提高。

山西实名登记
未就业毕业生

本报讯 （记者 高耀彬） 记
者日前从山西省教育厅获悉， 还
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可以在当
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实名制
登记， 获得就业见习、 档案托
管、 人事代理、 社保办理和接续
等“一对一” 服务。

实名制登记的对象为省内、
省外本省生源的应届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 省、 市、 县及基层公共
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将把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全部纳入实名制登记范
围， 并依托全省的公共就业服务
管理信息系统， 全面掌握离校未
就业毕业生的个人基本情况、 求
职意向、 就业服务需求， 以及接
受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享受就业
扶持政策、 实现就业创业等情
况。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将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制登
记纳入本年度全省就业工作考核
指标。

教育部试点高校校园
网络文化建设

本报北京10月24日讯 （记者 焦新） 今天， 教育部在
京召开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专项试点工作启动部署会， 决
定在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 天津大学、 中山
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7所高校开展校园网络
文化建设专项试点工作。 教育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杜玉波
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玉波指出， 开展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专项试点， 是
落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和部党组部署的重要举措，
是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 是一项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改革探索，将对高校综合改革起到有力助推作用。他
强调，在改革导向上，要努力实现从单向改革向综合改革、从
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 从一般性改革向更加注重体制机制改
革的转变。 在改革内容上，要围绕创新队伍建设方式，培育网
络名编名师；围绕创新组织机构设置，开办网络名站名栏；围
绕创新激励评价机制， 发表评选网络名篇名作。 在改革推进
过程中， 要正确处理好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 专职队伍和兼
职队伍、 网络文化建设与相关学科建设的关系。

杜玉波要求， 试点高校要加强组织领导， 理顺工作机
制， 完善试点方案， 强化条件保障， 精心组织实施。 学校党
政领导要统筹谋划、 靠前指挥， 学校宣传部门要敢于担当、
加强协调， 学工、 信息化、 人事、 科研等部门要积极配合、
分工协作， 确保试点工作平稳顺利推进。 教育部相关司局要
加强过程指导， 提供工作支持， 做好宣传推广， 为试点工作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创造良好改革环境。

■部委新闻

29个省份完成中小学生
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安装

本报北京10月24日讯 （记者 纪秀君） 记者从教育部
今天召开的视频调度会上获悉， 目前， 29个省份已完成全国
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的安装， 全国中小学生超过半数
数据进入全国系统数据库。 作为试点省份的贵州省， 学生已
率先获得全国学籍号。

据介绍， 除新疆尚未布置学生信息数据采集工作外， 其
他31个省份均已基本完成数据采集或补录任务， 其中， 贵州
等17个省份的全部或部分学生数据已进入全国系统数据库，
7个省份的入库率超过90%。 经教育部同意与全国系统进行
对接融合的省份， 正在开展本省原有自建学生学籍系统与全
国系统的对接融合工作。

目前， 各地正根据教育部印发的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
法》， 研究制定实施细则。 10月底之前， 全国中小学生学籍
信息管理系统的安装将全部完成， 年底前将完成自建系统与
全国系统的对接融合， 实现实时数据交换。

中国将步入全民学习新时代
第八届全民教育工作会议举行

本报北京10月24日讯 （记者 杨桂青） 今日， 由中国
联合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主办的第八届全民教育工作
会议在京举行， 来自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等22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教育部副部长、 中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主任郝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
处代表辛格、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副代表苏天明出席会议
并讲话。

据悉， 2000年在达喀尔召开的“世界教育论坛” 上，
164个国家的政府承诺实现全民教育， 并制定了到2015年前
要达成的六大目标， 包括扩大早期幼儿保育和教育、 普及九
年义务基础教育、 满足青少年和成人的学习需要、 扫盲率提
高50%、 两性公平与平等、 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等。 《全民教
育全球监测报告2012》 显示， 各国在实现全民教育六项目
标方面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 但实现目标的进程放缓， 大多
数国家目标难以实现， 大约2亿青年需要二次机会获得基本
识字和计算能力。 中国在全民教育目标下则取得喜人成就，
比如，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儿童营养不良率降低了2/3以
上； “两基” 攻坚取得辉煌成就， 成年文盲人数减少了
66%， 从1.83亿降到6200万， 等等。 来自巴基斯坦的代表
说： “愿向中国学习， 把中国的经验带回我的国家去。”

全民教育对推进终身学习、 建设学习型社会具有重要意
义。 随着将信息技术创新性地应用于教育领域， 中国的全民
教育将步入一个全民学习的新时代。 苏天明说： “中国教育
已取得惊人成绩， 中国不仅要规划本国教育发展， 还要总结
经验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

当然， 由于人口基数大， 中国教育面临很大挑战。 辛格
认为： “中国教育面临区域差异、 城乡差异等难题， 面临经
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 描画
2015年之后新的教育蓝图成为当务之急。”

郝平指出， 回顾中国全民教育项目的成果和实践， 总
结经验教训， 与各国进行交流， 并对2015年后教育发展日
程的制定提出前瞻性的战略，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
务。 据悉，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和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制
定的教育现代化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 将为衡量教育发展
程度， 查找与国际社会的差距、 提高教育质量等提供重要
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