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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终身制 不合格就摘牌

新疆教育收费示范县达94.6%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教育厅获悉， 截至目前， 全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
（市、 区） 覆盖面达到94.6%， 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同时，
新疆对教育收费示范县不搞终身制， 不合格就要摘牌。

据了解， 新疆在创建教育收费示范县（市、区）工作过
程中，相关部门通过实地查看、调阅账目、学生走访、家长谈
话等多种方式，对创建工作进行全方位检查。 日前，新疆还
对8个获得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称号的县（市、区）组织了复
查、复验，对存在严重问题的1个县给予全区通报批评。

新疆规定，对教育收费示范县不搞终身制，不合格的该
摘牌就摘牌，该督促整改的要督促整改，切实发挥示范县的
引领作用。新疆还强调，要运用好督查结果，注重整改，对一
些收费问题较突出的地区和学校，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湖南资助大学生开展创新实验
省校两级投入经费近68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李旭林 阳锡叶 通讯员 章仙踪）
近日， 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的湖南省第二届大学生创新实
验成果展示交流暨创新论坛上， 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充气机
翼、 蛇形仿生机器人等独具匠心的科技创新作品得到不少
观众的喝彩。

据介绍，湖南省2008年开始启动实施大学生研究性学
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 今年立项数已由2008年的314项增
加到590项。 2008年以来， 湖南已投入专项经费2888.6万
元，资助创新实验项目3063个。 湖南各高校也实施了校级
项目计划9255项，资助经费3896.8万元。 截至2012年底，参
加项目学生已获得授权专利255项，制作创新作品2635项。

2013石油化工行业
职教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刘博智）
2013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近日在苏州
召开。 与会代表就建设现代石
化职教体系、 健全石化职教体
制机制、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语言教学与测评”
中英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东） 主
题为“语言教学与测评在中
国” 的中英高峰论坛近日在北
京举行。 与会的语言教学专家
探讨了中国英语教学的现状以
及如何利用国际先进经验服务
中国语言教学等问题。

院校新闻

游戏中
学技能

近日， 吉林省延吉市
向阳幼儿园教师在游戏
中教孩子学编织。 向阳
幼儿园通过开展各种主
题教育活动， 从不同的
角度促进幼儿情感、 态
度、 能力、 知识、 技能培
养， 把爱、 尊重和严格要
求融入到幼儿良好个性的
培养中， 让幼儿从小学会
生活、 懂得学习。

王兆昕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17年，农科教合作协同育人
———华中农业大学探索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纪实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刘涛

实习生 杨保华

拉网、 给鱼打催产针， 偶尔
还要守夜观察鱼塘情况……华中
农业大学水产学院2010级本科
生刘凯旋每天的实习生活就是这
样在野外度过的。 这也是华中农
业大学构建农科教合作协同育人
新机制、 实施全新人才培养模式
的具体要求。

学校党委书记李忠云介绍
说， 华中农业大学对农科教协同
育人机制的探索始于1997年，在
17年的讨论中，对该机制的探索
逐步深入，变成师生的自觉行动，
最终形成了“校内协同、 校地协
同、科教协同”的培养模式。

校内协同， 每名学
生有自己的“一块地”

长期以来， 华中农业大学将
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育人的
核心。“知行合一、手脑并用”，这
是学校坚持了多年的优良校风。
学校校长邓秀新认为， 对农科和
涉农专业的学生来讲，死读书、不
实践，很可能就“不识稻黍、不辨
菽麦”，参加专业实践则是将理论
知识升华的最佳途径。

从大二开始， 每名涉农学生
都会有自己的“一块地”， 在校
内的植物生产类教学实习基地分
到至少30平方米的“责任田”。
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 负责管理
相应田块。 通过种、 管、 收全过
程的参与， 学生可以系统掌握
稻、 麦、 棉、 油菜等四大作物种
植管理的基本技术。

如果再算上水产养殖类、 动
物生产类、 果树丰产示范观光
园、 机电工程训练中心、 食品工
程训练中心等， 学校配置的9类
校内教学实习基地， 每年可接纳
2万余名学生进行生产实践。

为了突出实践教学， 学校四
年一度的实践教学思想大讨论从
未间断。 最近一次讨论是在2011
年， 这一年也被确定为华中农大
本科教学“实践教学年”。 15场实
践教学专题研讨会和一系列实习
现场观察调研， 让全校教师对实
践教育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

校地协同， 让学生
走出去开阔视野

刘凯旋所在的黄冈实习点是
学校水产学院2010年本科实习
的21个校外基地之一。 今年，
水产学院三年级的本科生被分成

21个组， 每组6到15名学生， 在指
导教师带领下分赴各个点进行实
习， 实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四大家鱼
繁育、 名优水产品的接种繁育等。
刘凯旋告诉记者， 虽然实习很辛苦
却很值得， “能学到课堂里学不到
的东西， 这种经历特别宝贵”。

像水产学院这样的校外生产实
习基地， 在华中农业大学有260多
个。 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是该校探
索“校内协同、 校地协同、 科教协
同” 农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为使学生“走出校园、 开拓眼
界”， 实现“内外兼修”， 该校加强
校地合作， 启动了农科教合作人才
培养基地建设“135工程”， 着力
建设10个核心校外实习基地， 重
点建设30个校外实习基地， 总体
建设50个优质的农科教合作人才
培养基地， 建立校内基地和校外基
地相互补充的实践育人平台。

据邓秀新介绍， 在“135工
程” 的带动下， 农科和涉农专业的
学生得以全部走出校园， 在校外实
习基地完成教学实习。

在协同育人过程中， 受惠者显
然不仅仅只有学生， 更广义的受惠
者还包括农民。 2011年以来，该校
400余名学生、30多位教师到基地

进行课题研究、实习和社会实践，为
地方培训农技人员400余人次。 校
地在作物新品种选育、 高产高效种
植模式示范、 病虫草害防治等方面
合作开展科技攻关， 为地方农业增
产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科教协同， 增强学生
科研创新能力

头顶草帽， 脚蹬胶靴， 在田间
开展实验， 学校农学专业0901班
学生刘金龙在50多天的实习生活
中过得很充实： “能够下到地里亲
身参与科研， 感觉收获很多， 有些
知识在书本上是学不来的。”

不仅要让学生会动手， 还要让
学生拥有过硬的专业知识， 以此来
指导动手操作。 结合新的发展思
路， 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 也从
传统的培养农业专业应用型人才，
转变为培养研究型、 复合型人才。

为鼓励学生参与实践， 提高实
践创新能力， 从2007年到2012年，
学校资助了1238项大学生创新基

金项目， 其中有340项申报了国家
创新基金项目。 仅2012年一年，
学校得到的国家创新基金资助额度
就达到300万元。

学生通过农科教协同育人机
制， 熟悉了国情、 熟悉了“三农”，
在平常生活中引发各种思考， 增强
了科研创新能力。

“要是有能在雨天自动关闭的
窗户就好了！ ” 学校工学院机制
0907班学生刘奇在瓢泼大雨后清
理窗口被浇湿的书本时想到。 2011
年底， 刘奇在指导教师王树才的帮
助下，做出了一个防雨自动窗。在第
五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中，该发明获得国家一等奖，日前已
申请了国家专利。

近年来， 一系列的改革使学校
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取得了明显成
效。 该校本科生考研录取率从30%
提高到45%左右， 年就业率一直稳
定在96%左右。 2009年， 学校还
入选全国首批就业工作典型经验
50所高校。

纪录片 《茶， 一片树叶的故事》 央视热播

浙江农林大学：探寻茶叶背后的秘密
本报讯 （陈胜伟 记者 朱

振岳） “这部纪录片， 从最初撰
稿到正式播出， 共历时3年多时
间， 凝聚着我们茶文化学院很多
教师的心血， 也充分展示了浙
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系列课
题的研究成果。” 11月18日晚10
点45分，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魅力纪录》 栏目正式开播6集
茶文化大型纪录片 《茶， 一片
树叶的故事》， 该纪录片总撰稿
人、 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
院长王旭烽坐在电视机前心潮
澎湃。

《茶， 一片树叶的故事》 是

央视纪录片导演王冲霄执导的中
国首部全面探寻世界茶文化的大
型纪录片， 也是央视纪录频道继
《舌尖上的中国》、 《京剧》、 《丝
路》 后又一部传播文化中国魅力、
传递时代中国活力的纪录片。 浙江
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作为此部纪录
片唯一署名的学术支持单位， 从开
拍到播出， 全程提供学术方面的支
持， 确保了纪录片在学术上的水
平。

据介绍， 这部纪录片选取了世
界茶叶版图中6个最重要的区域为
横断面， 呈现了产茶地自然的奇
观、 制茶工艺的神秘展示、 古老茶

艺的复活、 各国茶道的探究、 茶叶
之路的历险、 茶叶战争传奇， 以及
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近60位
茶人的故事。

该纪录片由一片茶叶引领探寻
世界的旅程， 探寻这征服世界的香
气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秘密， 其
中60%以上内容取自现实故事 ，
30%为经过严格考证的历史故事。

拍摄期间， 摄制组成员远赴英
国、 美国、 日本、 俄罗斯、 印度、
肯尼亚、 泰国等国， 翻越了30多
座著名茶山， 深入很多不为人知的
偏远山区， 采访了世界茶人100余
名， 探寻茶足迹， 将主人公的个人

命运与历史、 现实串联起来， 讲述
茶叶如何影响世界的故事。

“我们希望通过展现茶人们的
汗水、 旅程、 喜悦、 哀愁、 爱情、
死亡、 蜕变……在漫长茶叶之旅的
终点， 让大家了解， 所谓茶道， 就
是在明知不完美的生命中， 对完美
的温柔试探， 哪怕， 只有一杯茶的
时间。” 王旭烽说。

“这是一次全新的纪录片模式，
我认为作品具备了 《故宫》 的美
感， 同时又比 《舌尖上的中国》 更
深刻， 这也许就是茶文化的特质
吧！” 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教
师潘城在博客里写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
及学习辅导读物在京首发

本报讯（记者 顾雪林）人民出版社近日在北京图书大
厦举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首发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主要包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单
行本、《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单行本、《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文件汇编》和《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

此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和党建读物出版社、学
习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
导百问》也于近日发行。这两本学习辅导读物由文件起草组
组织编写， 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提供了最权威、最全面的辅导材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学生生前受捐余款设爱心基金
本报讯 近日， 一个特别的基金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设立。 该校学生郑国强与病魔抗争两年后去世， 生前留下
遗嘱： 用学校和社会各界捐赠的余款设立“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爱心基金”， 资助身患重症且医疗支付存在困难的全
日制在校学生。

郑国强是该校葡萄酒学院2007级学生， 他刻苦钻研，
积极向上， 热衷于科学探索， 曾多次参加“挑战杯” 等科
研项目。 2010年5月， 郑国强不幸罹患“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 得知消息后， 学校领导、 老师和同学通过各种方
式表达了对郑国强的关心和帮助， 随后诸多社会爱心人
士、 团体、 企事业单位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治疗期间，
郑国强乐观、 坚强， 对生命永不放弃的精神感动了医护人
员和广大师生。 （靳军）

山东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开展校园趣味体育活动———

寓“体”于“乐”学生不再“宅”
本报讯 （通讯员 胡怀旭

夏德好）学生们你一群我一组，各
自画地为“城”，跳竹竿舞、“编花
篮”、“同舟共济”， 个个忙得不亦
乐乎，活动现场人声鼎沸、欢乐不
断……这是记者日前在山东省临
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第六中学趣
味体育活动中看到的场景。

“以前每到大课间、 体育课、
课外体育活动时间， 总会有一部
分学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请假逃
避跑操，‘宅’ 在教室或宿舍里。”
该校负责人冯守浩说， 孩子们不
爱运动， 势必会影响健康成长，

解决学生“宅” 的问题已成为扎实
开展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首要课
题。

针对部分学生逃避锻炼的现
象， 临港经济开发区教体局成立了
“学生逃避活动” 专项课题研究小
组， 对管理干部、 班主任、 体育教
师和学生进行了不同层次的调研。
结果显示， 正是传统的“一盘菜”、
“大一统” 式体育活动使孩子们失
去了积极参与运动的兴趣。 对此，
课题组提出了趣味体育活动的概
念， 建议将艺术、 文化元素有机整
合到体育活动中， 要求各学校在保

障常规体育活动的前提下， 深入挖
掘、 积极融合现代体育运动与传统
优秀体育项目中的资源， 重新策划
活动方案， 努力设计新颖项目， 提
高体育活动的趣味性， 以满足每一
个学生的运动需求和健身愿望。 各
学校按照年级高低、 兴趣爱好和性
格差异， 将不同类型的学生精心分
组， 确保学生全员参与到体育活动
中， 推动“一校一品” 趣味体育活
动的有效开展。

“为了给孩子们开好趣味体育
活动的‘小灶’， 我们增添了竹竿
舞、 兔子舞、 ‘编花篮’、 ‘踏木

板’、 ‘蛇形跑’、 五步拳、 绳操、
韵律操等几十个花样体育项目。”
临港二中校长张夫亭说， 他们还充
分借助班级、 社团、 学习小组、 实
践探究小组等现有活动团体， 开展
了小组体育游戏、 团体竞技运动等
活动， 使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实现了“趣味变脸”。

趣味体育活动开展以来， 班主
任和体育教师纷纷反映， 在体育活
动过程中学生中途溜走的现象消失
了， 主动参与、 积极策划的增多
了， 孩子们都沉浸在活动的乐趣之
中， 脸上天天绽放着笑容。

青岛滨海学院：

校内实训基地成国家3A景区
本报讯 （刘志明 刘志刚 记者 孙军）近日，青岛滨

海学院世界动物标本艺术馆被批准为国家AAA级旅游景
区。高校旅游专业校内实训基地获批国家级景区，在山东省
高校尚属首家。

世界动物标本艺术馆（前身为青岛滨海学院博物馆）始
建于2004年，是一座集地质、标本、字画、陶瓷、根雕等藏品
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馆。 面积14000余平方米，共有藏品近
1万件。 该馆建馆以来，一直作为文化展馆面向全校师生和
社会中小学免费开放，接待大中小学生20多万人次。

今年1月， 青岛滨海学院被确定为全国35所“应用技
术大学战略研究改革试点院校”。 学校大力推进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以教学“产学研” 一体化建设为切入点， 努力
打造了包括世界动物标本艺术馆在内的12个专业“产学
研” 教学基地。

信阳师院华锐学院
庆祝建校1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近日， 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
举行“十年回眸与未来展望”
研讨会 ， 庆祝建校10周年。
建校10年来， 该校为社会培
养输送了万余名专业人才， 遍
及教育、 金融、 建筑、 通讯等
行业和领域。

每日传真

环保教育走进大学
主题演讲活动举行

本报北京 11月 24日 讯
（记者 王强） 由中华环保基
金会小康幸福工程办公室主办
的“环保强国梦·环保教育”
走进大学主题演讲活动今天举
行， 活动旨在引导学生关注日
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采取自觉
行动。

黄炎培职业教育
思想研究会年会举办

本报讯 黄炎培职业教育
思想研究会2013学术年会近
日在南京举办。 与会专家学者
围绕“新型城镇化战略视域
下，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策略
及路径选择” 的主题， 共同探
讨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

（刘贞秀）

河北启动书法教育
大型公益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周红松）
近日， 河北省书法教育大型
公益活动“烛光计划” 在河
北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兰亭
中学启动。 据介绍， 该计划
的宗旨是发扬“蜡烛” 的奉献
精神， 通过“义捐、 义讲、 义
培、 义评” 等形式， 推动书法
教育。

近日， 大学生志愿者为环卫工人戴上口罩。 南华大学
经管学院青年志愿者日前发起了“我为环卫工人送口罩”
募集活动， 他们用募集的资金买了1000个口罩， 走上街头
送给正在工作的环卫工人和交通劝导员。 曹正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