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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

研究生首次赴南极科考
本报讯 （记者 高耀彬）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

学院硕士研究生袁凯琪近日参加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
11月7日从上海乘“雪龙号” 极地考察船前往南极， 这是山
西第一个赴南极考察的学子。

2013年5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下，山西
南极科考第一人———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窦银
科副教授及其课题组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冰川室联合申报了
中国第30次南极考察项目“中山站站基冰冻圈综合考察”。
2013年8月， 窦银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袁凯琪最终被批准为
中国第30次南极考察队员。

本次考察将历时近半年， 袁凯琪同学携带太原理工大学
研制的5套冰雪厚度变化检测系统、 2套“海冰物质平衡浮
标” 以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制的相敏冰雪监测雷达等仪器
前往， 将以中山站为基地在周边15公里范围内开展考察活
动。

11月15日， 刚从“优秀班主任及学生喜爱班主任表彰会”
回到学校的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小学教师罗韶媛被学生围了起
来， 学生们以自己的方式欢迎载誉归来的老师， 祝贺老师获得
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今年以来， 我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最多， 影响各种户外活动———

十面“霾”伏，学校体育如何开展
■王振亚 本报记者 阳锡叶

近几个月来， 湖南雾霾天气
持续， 省会长沙曾连续一周上榜
全国空气质量最差十大城市名
单。据中国气象局消息，今年以来，
我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最
多。

雾霾锁城之下， 中小学体育
活动要不要开展，怎么开展，也成
了教师和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
记者近日走进长沙学校采访调查
发现， 由于缺乏户外体育活动气
象标准，十面“霾”伏下，体育活动
开不开展、怎么开展，学校很困惑。

调查： 部分学校暂停
户外体育活动

近期， 长沙雾霾天气持续不
断， 部分行人戴上了口罩。 唐女
士刚开始并没有很在意， 但当她
读二年级的女儿开始喉咙疼， 说
话声音也有些嘶哑时她开始担
心。 唐女士从女儿口中得知， 她
的几个同学也出现了咳嗽不断的

症状。 “是不是在户外做操惹的
祸？” 好在， 女儿所在的小学得
知后， 及时采取措施， 把课间
操、 体育课都改为了在室内开
展， 孩子的症状才得以减轻。

长沙高新博才学校是一所寄
宿制学校， 室内活动场所充足，
针对近日的雾霾天气， 学校专门
采取了两点措施。 副校长刘江虹
介绍， 一是学校要求体育教师每
天关注天气预报， 污染指数较高
时将体育课调整为在室内进行；
二是将课间操改为做雨雪天气才
做的室内操。 “我们寄宿制学校
的体育活动有两套方案， 遇到特
殊天气就可以适时选择室内方
案。” 刘江虹说。

周南实验中学取消了寄宿生
每天6点40分的早操， 将其改为
内务整理和阅读， 不过上午的课
间操还是放在户外进行。 该校教
育处负责人介绍， 早上7点左右
正是雾霾最严重的时候， 空气质
量较差， 取消早操主要是对学生
的健康负责。

不过， 记者发现， 也有不少
学校并没有采取措施， 体育活动
依然在户外进行。 11月1日， 长
沙依旧笼罩在雾霾之中， 气象信

息 显 示 ，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为
103———轻度污染， 易感人群应
适当减少室外活动。 在长沙开福
区某小学， 上午9时40分下课铃
响起， 学生纷纷跑向操场， 开始
大课间活动。 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们认真地做了2套课间操，
30分钟后才返回教室。

当天的课间操时间， 记者一
连暗访了5所中小学， 发现学生
均在户外做操， 其中一所学校有
两个班的学生做完了课间操接着
又上起了体育课。

困惑： 雾霾天气体育
活动如何开展

十面“霾” 伏之下， 学校还
在上体育课， 还在户外开展课间
活动， 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
影响？ 不少家长表示担心。

部分教师表示， 如果按照家
长说的做， 停课或者将体育课、
课间操改为在室内进行， 学校也
有苦恼。 他们表示， 体育课、 课
间操是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 秋
冬季节雾霾天气多发， 如果一出
现雾霾天就暂停锻炼， 不仅会打
乱体育教学计划， 也不能达到教
育部提倡的让孩子每天锻炼一小

时的“阳光体育” 要求。 另外， 室
内运动场所也不足， 记者调查发
现， 目前， 长沙只有中学才有正规
的室内球场， 多数小学并没有良好
的室内运动场所。 以芙蓉区大同二
小为例， 学校可供室内锻炼的场所
只有大礼堂，如果上体育课，最多能
容纳2个班。“很多体育教学项目在
室内并不能完成。 ”校长曾伟文说。

即使是室内场所充足的学校也
有苦恼。 刘江虹表示： “现在雾霾
天气越来越频繁， 我们也很纠结，
总不能把孩子圈在室内， 不让出来
吧？ 学生待在室内不出来会造成室
内空气不流通， 空气变得浑浊。”

“不能把学生当成温室的花
朵。”开福区三角塘小学校长张羽飞
认为， 因为雾霾天气多发更应该重
视学生的体育锻炼， 只有孩子具备
了强健的体魄， 才能增强免疫力。

“事实上，上午10点阳光充足了，空
气质量已经不再那么可怕。 ”

不少教育工作者表示， 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 我们的肉眼所见并不
能代表空气质量， 雾霾天气达到什
么样的级别， PM2.5达到多大值时
体育活动要从户外转入室内或者暂
停？ 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因
此， 教育行政部门不好下发提醒和

通知， 学校也把握不好出现雾霾天
气时体育活动怎么开展。

专家： 应制定户外活动
气象标准和应急预案

在湖南大学教科院教授唐松林
看来， 环境问题是公众十分关心的
社会问题， 所有人都是大气污染的
受害者。 对于雾霾天气不能视而不
见， 但也不能对学生过度保护， 稍
有风吹草动就暂停体育活动。

他建议， 政府在抓紧治理大气
污染的同时， 应加强雾霾天气的科
普宣传， 尽快制定“中小学校户外
体育活动气象标准” 和“中小学空
气严重污染日应急预案”。 “一出
现雾霾天气就暂停升旗、 体育课、
课间操等户外体育活动也不应该，
人可以承受的雾霾与粉尘应该有一
个参照数值。” 唐松林说， 有了

“气象标准” 和“应急预案” 的指
导， 雾霾天气是否要开展户外活
动， 如何开展将不再是一个纠结的
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唐德
表示， 除了立标准， 也应考虑完善
硬件设施， 为中小学校建设完备的
室内体育运动场所， 为学生提供良
好的成长环境。

南京医科大学：

食堂菜价提前上网预告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张思源） “炒包菜丝

0.8元、 肉包1.2元、 红烧冬瓜0.8元、 青椒鸡蛋饼1.5元……”
最近， 南京医科大学后勤处出台的一项新规颇受师生关注，
每月25日前， 该校各食堂会将下个月的菜谱和价格报到后
勤管理处， 经过审核后在网上公示。 学生们只需登录后勤处
网站， 就可提前了解能吃到哪些美味可口的饭菜。

记者在该校江宁二餐厅提供的菜单上看到， 价格较高的
荤菜， 包括大排、 鸡腿等， 单价最高不超过5元， 而每份1元
的低价菜种类也不少， 有青椒炒土豆丝、 藕片等。 “目前食
堂的菜价在网上已经公布了两个月， 感觉这种做法很好， 以
后会继续做下去， 让广大师生一起来对食堂菜价进行监督。”
该校后勤管理处处长彭刚说。

“这几年物价涨幅很大， 我们要求每个食堂必须准备多
种低价菜和免费汤， 每种低价菜品不少于200份， 免费汤中
要带有油花和蛋花。” 彭刚说， “在网上公布菜价也是为了
接受师生监督， 让学生们有选择， 让市场说话。”

推行“旋转门”制度 促进研究者柔性流动

上海市高校新型智库
建设工作推进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市高校新型
智库建设工作推进会上， 上海出台 《加强上海高校新型智库
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建立上海特色的“旋转门” 制度，
高校保留3％编制额度专门用于支持教师流动。 教育部副部
长李卫红、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海提出， 建立高校智库人员引进和聘用柔性流动运行
机制，实现研究者在政府、企业、高校智库之间有序流动。鼓励
高校教师到政府挂职或到各类研究机构全职从事咨询研究工
作。教师全职到政府或研究机构工作且人事聘用关系不变的，
可保留事业编制。 探索设立特聘岗位、兼职岗位的年薪制，用
于吸引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优秀咨询研究人员。

中国高校智库论坛秘书处设在复旦大学， 将致力于打造
全年常态化运作的论坛品牌。 此外， 上海将以智库建设为抓
手，整合优化高校学科布局。 加强智库绩效管理，完善以贡献
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

会上， 上海市教委与上海社科院、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 新华社上海分社、 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交换了共同推进上海高
校新型智库建设的合作协议。

李卫红表示， 要把整合资源、 创新制度作为高校智库建
设的关键， 打破学科壁垒， 发挥集成优势， 探索合适的组织
形式和管理方式， 并建立以政府、 企业、 社会等用户为主的
评价机制， 发挥高校智库支撑国家区域发展的作用。

罗桀：大学生挖煤工转行开火锅店，火了！
■本报记者 胡航宇

通 讯 员 周云

火锅店里， 罗桀左手端着鱼
丸， 右手拎着啤酒， 在80多平
方米的空间来回穿梭。 这间火锅
店是他和两位学妹一同经营的，
刚开业2个月， 生意就火爆到不
行， 想吃还得先预约。

来自宁夏银川的罗桀去年从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毕业， 一
心想创业的他， 却得不到家人支
持。 一气之下， 罗桀去了银川一
家露天煤矿挖煤， 挖了3个多月。
“跑到工地， 主要是为了向家里
证明我的创业决心。” 罗桀说，
家里人都认为他不是创业的料。

在矿场， 罗桀每天拿着铁

锹， 将堆积如山的煤一铲一铲往矿
车里装。 罗桀说， 铲煤是门技术活
儿， 步骤不少。 铁锹要深深扎进矿
堆，用脚踩实，双手握住手柄，往下
压，煤便满满地盛在铁锹上。

罗桀说：“在矿场， 脸一直都是
黑乎乎的。 ”当时，他的脸颊和双手
到处是干裂的伤口。 空气中的煤沙
附着在罗桀的伤口上， 裂痕就变成
了黑色的疤。

直到春节前， 罗桀回到家， 父
亲罗安君见到他， 愣了一下， 叹
了一口气后， 拿出20万元给罗桀
作为创业资本。 “这20万元是本
钱， 赚钱了就要把本钱还给我， 亏
了， 我也只能认了。” 罗桀当即保
证， 要赚够本钱回来。 当天， 他拿
着这笔创业款， 兴奋了一晚。

有了本钱， 罗桀开始四处寻
找合伙人。 “去重庆开火锅店，
还是就在银川开， 我很纠结。”
罗桀说， 他和今年毕业的学妹钟
雪聊到了创业话题， 两人一拍即
合。 罗桀让钟雪来银川创业， 却
遭到钟雪家人的反对。 钟雪觉得
重庆投资成本便宜， 就邀请罗桀
到重庆创业， 今年4月， 罗桀没
犹豫就过去了。

两人决定在学校周边选址。
罗桀说， 加上钟雪的10万元 ，
创业资金共有30万元， 在主城
区开火锅店， 根本不太现实。 后
来， 一名叫杨沁瑗的学妹， 辞了
工作， 也加入到了这个团队。

最终， 三人选定了校门斜对
面的一间店铺。 紧接着装修店

面， 花去8万元。 “听说做餐饮
至少先亏半年。” 钟雪说， 当时
的境况恐怕3个月都亏不起。 6
月份， 火锅店开始试营业， 他们
三人邀请同学、 教师前来捧场。
大热天的， 他们还得站在大门口
分发传单。

每天下午4点左右， 三人就
开始忙起来了， 店内调味吧台上
的碗碟被摆得满满当当， 上面有
麻油、 菜油以及葱姜蒜等。 从9
月营业到现在， 除了生意火爆以
外， 急剧升温的还有他们的微
博。 这家名为马克小伊的火锅
店， 一下子成了学生必吃地。 钟
雪说： “只要关注了我们的微博
和微信， 就可以打9折。” 他们的
火锅店还赞助了校内不少活动，

最近还赞助了校学生会纳新、 电气
学院篮球赛等， 开学这几个月共赞
助了3000余元， 吸引了大家对火
锅店的关注。

罗桀钟情于新派火锅， 他觉
得， 牛油的火锅吃起来太腻。 因
此， 店里的火锅锅底都是清油的，
这样用完餐后， 身上没有太大的火
锅味儿。 为了增加辣味， 他们还把
辣椒剁成酱， 放进锅底。

记者采访时， 正在火锅店就餐
的大三学生刘同学说： “刚开始，
觉得味道不够， 太淡， 现在味道越
来越不错， 够麻够辣。 学生来这儿
搞聚餐， 还得提前预约。”

罗桀透露， 照火锅店目前的营
业状况， 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就
可以还爸爸的账了。

山东郯城设
教育执法办公室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
讯员 胡怀旭） 近日， 山东省临
沂市郯城县专门设立了教育督察
科， 同时加挂“教育执法办公
室” 牌子， 专门负责教育行政执
法与督察工作。 这也是县区教育
系统设立教育执法督察专门机构
的创新举措。

据介绍， 教育督察科主要负
责全县教育系统和有关教育行政
行为的监察工作， 督察教育系统
依法行政与行风建设， 依法处置
违规办学行为， 调查处理教育系
统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问题。 在
对有关问题的调查落实中， 教育
督察科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
深入基层走访调研， 严格调查取
证， 确保所反映问题事实清楚，
处置得当， 并及时做好回复工
作。 郯城县教育局教育督察科自
成立以来， 做出了1名校长免职、
3名校长取消荣誉称号、 3所非
法幼儿园停止办学的处理决定。

清华大学：

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60周年
本报北京11月17日讯 （记者 万玉凤） 今天， 清华大

学举行“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60周年纪念大会，清华各
个时期的辅导员校友代表及在校辅导员600余人共聚一堂。

“双肩挑” 政治辅导员制度是在1953年由当时的清华大
学校长蒋南翔提出并建立的， 即选拔优秀的学生“一个肩膀
挑业务学习， 一个肩膀挑思想政治工作”， 这种政治辅导员
制度被形象地称为“双肩挑”。 60年来， 已有5000多名学生
曾经或正活跃在辅导员的岗位上， 很多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人才， 也涌现出一批学术大师、 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 “双
肩挑” 辅导员制度已经成为清华大学人才培养中极具特色、
极其重要的一项制度。

教育部思政司负责人表示， “双肩挑” 辅导员制度， 在
全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龙头性的带
动作用， 时至今日， 仍然在队伍建设方面对加强全国高校辅
导员工作有启发意义。

■院校新闻

结构性缺编严重 农村校何以为继？
编辑部：

记者近日在山东省临朐县采
访时了解到， 农村教师老龄化程
度已经非常高， 结构性缺编严
重， 已成为许多农村校长最发愁
的问题。

临朐县九山镇宋王庄小学是
该县最西南部的一所小学。 在一
节体育课上， 记者看到， 一年级
58岁的班主任兼体育教师， 在
操场上带着学生跳绳。 因为缺乏
专业功底， 这名体育教师课上的
主要工作是“陪伴” ———学生大
多是自由活动。 宋王庄小学校长
王磊告诉记者， 按照师生比来

算， 学校并不缺编， 但有10年
左右的时间， 学校几乎没有进新
教师， 这导致了目前教师结构出
现较大问题。

据王磊介绍， 宋王庄小学如
今共有33名教师， 其中有29名
教师年龄超过50岁， 仅有4名年
轻教师是在临朐县2007年启动
“千名新教师补充计划” 以后，
逐年招进来的。 但在未来的五六
年里， 超过50岁的29名教师都
将陆陆续续退休， 如果不补充教
师， 学校的教学工作就无法正常
进行下去。 王磊认为， 这是目前
学校发展最大的难处。

据临朐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 该县2007年农村小学教
师平均年龄高达46.28岁； 教师
中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占73.39%；
音、 体、 美、 英语、 计算机等学
科专任教师非常紧缺， 农村师资
状况令人堪忧。 但是根据山东省
当时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
2007年初， 临朐县农村教师仍
然超编1400多人。 在这样的背
景下， 临朐县启动了“千名新教
师补充计划”， 连续5年每年招考
200名左右新教师， 共补充新教
师970名， 其中充实到农村中小
学的教师有688名。

相比几年前， 临朐县教师队伍
年龄结构已有所优化， 农村小学教
师平均年龄也由2007年初的46.28
岁降至目前的42.26岁。 但具体到
各个农村校， 教师梯队出现断层的
问题还是让农村校长十分发愁。

记者了解到， 教师老龄化程
度高、 结构性缺编严重， 不只在
临朐县农村校普遍存在， 也是我
国许多农村校发展中的瓶颈。 希
望各地能引起重视， 加大投入，
尽快为农村教育队伍补充大量新
鲜血液， 让农村校的未来能健康
运转。

■记者 易鑫

■记者来信

■热点人物

校车有了专职照管员
日前，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董褚小学放学后， 校车照管员引导学生有序乘车。 目

前， 临淄区有标准校车176辆， 过去学生上下学乘坐校车由教师轮流值班管理， 现今该区为每辆
校车配备1名照管员， 既减轻教师的负担， 也使学生的安全有了保障。 宋以生 付洪良 摄

今年1213名师生
获宝钢教育奖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2013年度宝钢教育奖颁奖典礼
11月16日在上海举行， 王天歌
等948名学生、 严纯华等265名
教师获奖。

宝钢奖学金于1990年设立，
2005年， 宝钢教育基金会获国
家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 成为独
立的社团法人。 23年来， 宝钢教
育基金用于奖励、 支持教育的金
额超过1.7亿元， 累计获奖师生
达20030名。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刘国胜表示， 宝钢将继续加强与
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 力求在产
学研结合上取得新突破， 在吸引
和培养创新人才上取得新突破，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应有贡
献。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