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综合
2013年 11月 4日 星期一

04 · 主持：张春铭 编辑：翁小平 校对： 唐晓华
电话：０１０－82296611 Ｅ-ｍａｉｌ：xinwen＠edumail．ｃｏｍ.cn

河南启动就业创业
公益行动计划

本报郑州11月3日讯 （记者
李见新） 今天， 河南省举办就业
困难毕业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
班， 拉开了历时7个月的“2014
届高校毕业生新梦想就业创业公
益行动计划” 的帷幕。

每日传真

“藏族雏鹰”折翼汉江
———追记舍己救人的江汉石油高级技工学校学生多杰宽
■本报记者 王英桂

他是一名普通的藏族少年，
17岁正是如花般灿烂的年华。
为了搭救两名不慎落水的同学，
他在危急刹那， 纵身入水， 把生
的希望让给同学， 把死的可能留
给自己。

他是一只“藏族雏鹰”， 翱
翔天空、 俯瞰大地， 本该是他未
来的生活。 梦想还来不及实现，
他便用年轻的生命、 无言的行
动， 在湖北潜江谱写了一曲民族
团结、 舍生忘死的大爱之歌。

他， 就是江汉石油高级技工
学校2012级石油 （1） 班学生、
青海藏族少年多杰宽。

奋勇一跃———
定格最美青春弧线
距离青海高原1700多公里

的湖北省潜江市， 是多杰宽远离
故土求取一技之长的地方。2012
年9月，多杰宽与来自青海的112

名学生一起， 走进江汉石油高级
技工学校，开始接受职业教育。

9月15日中午， 多杰宽和同
班王海煜、 张文玉、 徐梦媱、 陈
聪洁等6名同学午饭后相约前往
江汉油田附近的红旗码头游玩。
游玩中， 王海煜不慎掉进五六米
深的江中， 徐梦瑶见状， 立即伸
手去拉， 也一同掉进江中。

离他们最近的多杰宽发现两
人遇险后，立即跑过去拉他们。拉
了一把没拉着，情急之下，他直接
跳进水里救人。

在多杰宽和岸上伙伴们的共
同努力下， 两名落水同学终于脱
离险境， 上到江岸。 可是， 当大
家惊魂稍定， 猛然发现多杰宽不
见了， 他因不识水性， 加上体力
不支永远地沉入江中。

17岁的生命瞬间定格成同
学们撕心裂肺的悲痛。“当时真的
是又害怕又难过。 我们落水得救
了，多杰宽却永远离开了，完全是
因为救我们。”徐梦瑶痛苦地回忆

说。王海煜则因伤心当场昏厥，等
他下午5时许醒来再赶到江边
时，见到的已经是好兄弟的遗体。

“多杰宽是我相识4年的好
兄弟、 好老乡， 为了救我们， 他
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汉江。 我不会
忘记他， 他曾经对我说过要多挣
些钱来孝敬父母， 今后他的这些
心愿就让我来替他完成。” 王海
煜的话里充满悲伤和歉疚， 也充
满了坚定和力量。

悲情追忆———
师生亲友眼中的英雄

在师生亲友眼中， 多杰宽是
一名热心助人的好学生。

上学期的一天深夜， 与多杰
宽同住一间宿舍的同学惠青突然
全身发烧抽搐晕倒， 多杰宽见
状， 二话不说， 连忙抱起惠青向
医院跑去， 并把随身带的钱全部
拿出来垫付医药费。 “当时， 多
杰宽的臀部长了一个脓包， 走路
本来就一瘸一拐的， 可是为了赶

快把我送到医院， 他顾不上自己
身上的疼痛， 甚至脚上的一只拖
鞋跑掉了都浑然不知， 结果， 他
的脚被路上的小石子磨出了许多
血泡。” 惠青回忆说。

多杰宽是个热心肠， 他常
说： “交朋友不分地域、 不分民
族， 只要能交心， 就是好朋友。”
平时， 无论哪个同学遇到困难，
他都会积极主动帮忙。 多杰宽与
班上的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和睦
相处， 班里每个人都喜欢他。 他
在学生中间有很高的威信， 是班
主任的得力助手。

作为家里的独子， 多杰宽的
突然离世给家中的父母带去的是
无尽的伤悲。 “为了帮助家里减
轻负担， 今年暑假多杰宽仅在家
里待了3天就外出打工。 他把挣
来的2500元工资分成3份， 其中
1000元给了常年生病、 没有工
作的母亲， 另外1000元要给我，
但我没要。 他自己只留了500
元。” 说到这里， 多杰宽的父亲

泣不成声。 也正是出于家庭经济的
考虑， 2012年多杰宽毅然放弃中
考， 走上了中职求学路。

亦悲亦壮———
谱写民族团结大爱
多杰宽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很

快在潜江、 在荆楚大地、 在青海高
原传开。 江汉石油高级技工学校的
学生们自发捐款， 希望以此宽慰多
杰宽的亲人； 近百名汉藏学生自发
到殡仪馆为多杰宽守灵、 真诚祈
愿， 并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
话， 愿意从此成为多杰宽的兄弟姐
妹， 替多杰宽赡养父母， 尽儿女孝
心。

青海省海南州州委、 州政府追
授多杰宽为“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个人”； 青海省委教育工委、 省
教育厅追授多杰宽“青海省民族团
结进步优秀学生” 荣誉称号； 中共
青海省委宣传部、 省委统战部等共
同追授他为“青海青年民族团结进
步优秀个人”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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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建立义务教
育公办中小学校教师校长交流
制度， 至关重要的是要做好教
师工作。

教师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第
一资源。 推进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校长交流，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
切期盼， 也是浙江实现义务教育高
水平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 切实把
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呼吁的义务教育
学校均衡配置教师资源的事做好，
让每所学校都能拥有更多的优秀教
师， 让每位教师都能获得更多的锻
炼机会， 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优
秀教师的教诲， 使浙江的教育在更
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发展， 使人民群
众对我们的教育满意些、 再满意
些， 是浙江教育人始终不渝的坚定
追求。

今年8月， 浙江省出台了 《关
于推进县 （市、 区） 域内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校长交流工作的指导意
见》， 并专门召开全省交流工作会
议进行全面部署。 当前， 对全省教
育系统来说， 做好这项工作有两点
要注意： 一是推进教师校长交流是
一个大课题、 大任务。 必须清醒地
看到， 省内区域之间、 城乡之间、
学校之间义务教育的办学水平和教
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 人民群众
不断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与供给
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 二是推进教
师校长交流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
作，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教师以及学
生和学校的诸多利益。

鉴于此， 浙江将始终坚持两条
原则： 一是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
着重于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
交流制度， 不因困难大、 压力大将
交流变为“轮岗”， 或仅仅在同一
学校不同校区间流动。 浙江省强
调， 教师校长交流是指公办学校教
师从一所学校调到另一所学校工
作， 并原则上随迁人事关系。 二是
坚持改革循序渐进， 给各地从实际
出发建立交流制度留出处理问题的空间。 具体做法包括校际
交流分校长、 骨干教师和一般教师两个层面进行， 骨干教师
和校长在县域范围内交流， 一般教师就近划片交流； 城镇学
校教师交流到农村学校， 3年后经考核合格的， 可以选择回
原学校任教。 这样做的目的是， 不求改革一步到位， 先把交
流制度建立起来。 今后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 随着大家
对教师校长交流越来越认同， 并成为习惯， 再探索建立“学
校人” 变“系统人” 的教师交流制度。

广大中小学教师既是交流的对象， 又是交流工作的主
体， 建立义务教育公办中小学校教师校长交流制度， 至关重
要的是要做好教师工作。

做好教师工作， 要始终坚持公平公正。 许多一线教师最
担心的是交流不按原则、 不讲规则， 按亲疏、 按领导的好
恶。 为此， 我们在制度设计上， 要求各地都要制订公开透明
的教师校长交流办法、 程序和结果公开制度。

做好教师工作， 要着力引导鼓励。 教师校长交流的主要
目的是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激发教师队伍的活力。 必要的制
度约束是需要的， 但更多的应是引导和鼓励。 浙江省将从津
贴、 职称评定、 培训培养、 评先评优等方面设计一系列引导
鼓励政策， 让参与交流的教师经济上受到优待、 精神上受到
鼓励、 地位上得到彰显， 事业上有奔头。

做好教师工作， 要把工作做得更具个性化。 教师校长交
流关系到广大教师和校长的切身利益， 我们应该多从教师角
度想想， 多听听教师的实际诉说， 多考虑考虑教师及其家庭
的实际困难， 多给教师一些人文关怀， 尽量使交流安排更合
理些、 更合情些， 使教师遇到的困难更少一些。

郑州大学：

“绿色银行”回收废瓶换盆栽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通讯员 欧阳璋 王怀东） 40个废

旧塑料瓶可兑换一盆虎皮兰， 80个瓶子可以兑换文竹， 150个
瓶子可以兑换富贵竹等。 近日， 郑州大学环保协会开展了为期
3天的“绿色银行” 活动， 倡导节俭、 环保， 引来上千名学生
参加。

活动负责人陈思钰表示， “绿色银行” 主要回收废旧塑料
瓶， 通过计算存入“银行” 塑料瓶的估价， 为学生们换取不同
品种的盆栽。 此次活动针对小数额瓶子兑换新增了“ATM自
行兑换机” 和“绿行卡”。 学生们可以从存入口处放进瓶子，
根据“ATM” 机旁的兑换须知自行换取盆栽。

据了解， 今年是郑州大学“绿色银行” 运营的第3年， 目
前共举办6期活动， 回收90704个废旧塑料瓶， 兑换盆栽1700
多盆， 参与人数达6000多人。

内蒙古海拉尔铁路三中学生：

“模拟法庭”上领略法律尊严
本报讯 近日， 一场特殊的“庭审” 正在内蒙古海拉尔铁

路第三中学的电教室内进行。 这是该校为进一步落实“廉政文
化进校园” 主题教育活动而开展的一次“模拟法庭” 活动。

“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就座，全体起立。”随着稚嫩的声音
响起，“审判长”郑重地敲下了法槌，“法庭”内的气氛庄严肃穆。
本次活动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法律， 对法律知识和司法程序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学生们以浅显生动的语言阐述戒贪倡廉、诚实
守信的道理，饱含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的心得体会。

参加此次“中学生模拟法庭” 活动的“审判人员”、 “公
诉人”、“辩护人”、“被告人”及“法警”均由在校学生扮演。 通过
观摩整个庭审过程， 学生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该如何遵守法
律， 远离犯罪。 (闫晓梅)

“再也不用饿肚子上课了！”
———江西省遂川县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纪实
■本报记者 徐光明

通讯员 廖肇银 邓园生 雷杰能

“自从有了营养午餐，每天下
午我们再也不用饿着肚子上课
了 !”日前，江西省遂川县禾源中
心小学学生在学校吃完营养午餐
后，兴高采烈地说道。

新学期一开学， 遂川县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全部开餐， 越来越
多的学生每天都可享用营养午
餐。“不要小看这一顿3元钱的营
养午餐补贴，对山里孩子来说，不
仅能填饱肚子， 还能感受到政府
对他们成长的关爱。”遂川县教育
局局长袁兴俊说。

把“营养餐”做成放心餐
遂川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落实，成立了以副县长任组长、
相关县直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
为了营养餐的安全， 遂川县教体
局联合县药监局对全县27所农
村寄宿制学校进行了排查摸底，
特别是对学校食堂的设施设备、
各种证件、索证索票、留样情况进
行认真检查， 及时反馈排查中发
现的问题。 遂川县营养办工作人
员郭中华说：“近一年， 我县的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没

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在学校吃上热饭菜啦
“我们县大多数学校采用的

都是以提供饭菜为主的供餐模
式。”袁兴俊说。

要实施食堂供餐就得有学校
食堂。 遂川县农村学校的基础建
设比较薄弱， 大部分农村学校食
堂只能满足教师供餐。 针对这一
现状，遂川县出台了一个“三年规
划”， 即用3年时间分两个阶段，
投入资金9414.2万元，新建285所
中小学校食堂。

为了让营养餐补助全部进到
学生肚子里， 各学校的学生营养

餐财务工作都做到了规范统一，
坚持零利润和公益性原则， 确保
每生每天3元都能吃到学生嘴里。

长远考虑解难题
遂川县珠田中学负责营养餐

项目的总务主任王先锦说：“现在
物价上涨快， 每个学生3元的补
助标准偏低了点。 学校要用公用
经费垫付不少柴火费、水电费、厨
房设备费、工勤人员的工资。但我
相信，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国家
一定会在这个项目上加大投入，
农村学校学生将会获得更好的营
养。”

禾源中心小学对供餐学生每

生每餐收取1元钱（其中米金0.6元、
另外0.4元用于弥补工友工资和燃
料），全学期按100餐计算，每生收
取100元（学期结束时组织家长结
账核对，多退少补）。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遂
川县学校点多面广， 全县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的实施还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厨房、餐厅和设施设备严
重不足， 食堂炊事人员和管理人员
无编无人无待遇。 一线师生更迫切
希望政府把食堂炊事人员和管理人
员列入全县公益性岗位人员计划，
妥善解决其编制和工资待遇， 着眼
长远解决“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落实
的根本性难题。

荩11月1日， 浙江省绍兴县蓝天实验学校维吾
尔族学生买买提在课堂上积极举手回答老师提问。

茛11月1日， 浙江省绍兴县蓝天实验学校学生
在上计算机课。

作为浙江省绍兴市第一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
蓝天实验学校积极探索管理新模式， 以“同享蓝天， 共
沐阳光” 为办学宗旨， 如今已发展成为占地17000平方
米， 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的优质学校， 为1300名流动人
口子女提供优质教育。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同享蓝天 共沐阳光

近30年共培养运动员600多名，获得各类奖牌600多枚

湖南娄底二中成运动员“摇篮”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袁愈

雄 曾梅中 记者 阳锡叶）一
所位于黄土岗上， 曾经尘土飞扬
的高中， 如今在湖南娄底的老百
姓眼里， 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运
动员“摇篮”。这所高中就是湖南
娄底二中。

近30年，娄底二中共培养了
健将级运动员3名， 一级运动员
18名，二级运动员600多名。而在
各级各类体育竞赛中， 学校共获
得世界级奖牌4枚， 国家级奖牌
40枚，省级奖牌620枚。

说起这些，不少人都啧啧称奇，
在上世纪90年代，学校还是一所薄
弱高中，教学条件奇差：只有一个周
长250米的田径训练场。 说是训练
场，实际上就是一块土坪而已，直线
跑道不足80米，上面只铺了一层薄
薄的炉渣，高低不平。这样一所条件
很差的学校， 为何能成为运动员的
“摇篮”？

肖建威是娄底二中副校长，也
是目前娄底市唯一的体育学科带头
人。他告诉记者，学校当年无论是教
学条件还是招生都比较差， 一年考

不上几个大学生，要发展，必须
走特色发展之路，“这30年来，
学校几代领导都瞄准了体育特
色发展这一道路， 坚定地走下
来，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这些年来， 娄底二中体育
团队采取课余体育训练的方
式，建立了一套“低进—培养—
高出”、“小学—初中—高中—
大学”的“一条龙”培养模式。为
了尽早发现苗子， 他们将培训
起点往前延伸到小学， 把招来
参加体训的小学生放到附近的

小学上文化课， 课余则参加他们
的训练， 初中和高中则在本校学
习和训练。学生取得一定成绩后，
他们就根据高招的有关政策，积
极为学生“找出路”。多年来，他们
与湖南大学、湘潭大学、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等高校建立了“优质生
源基地”的供需关系，形成了“低
进—培养—高出” 的良性循环模
式， 从而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
运动员培训体系。2011年，学校被
确定为首批“湖南省普通高中特
色教育（体育）实验学校”。

上海立达学院
庆祝建校1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近
日， 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建校10周年庆祝大会。 该校目
前有在校生4500人， 10年来为
社会培养了1万余名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

微软“关爱日”
5个城市同步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顾雪林） 微
软“关爱日” 活动日前在北京、
上海、 广州、 南京和成都5个城
市同步举行。 400多名志愿者为
1200多名打工子弟、 残障人士
和低收入家庭子女上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科技课。

教科出版社研发学前
教育数字出版平台

本报讯 （记者 王强） 近
日， 由教育科学出版社等单位共
同组建的北京科睿星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正式揭牌， 公司将致力于
开发学前教育数字智慧教学互动
社区， 为幼儿课内外教育需求提
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济南市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济南
市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联盟近日
成立。 该联盟旨在促进全市优质
学前、 小学教育资源的集成和共
享，推动协同创新，提高教育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