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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将建1000个微课资源
2014年八成中小学实现千兆宽带接入

本报讯（孙菊红 记者 朱振岳）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浙江省
教育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会议上获悉， 到2014年年底，
浙江省将建成100个微课程和1000个微课资源。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于永明介绍说， 建设微课资源是该省力
推教育信息化、 进一步加强教育教学“融合创新” 的举措之一，
微课分“微课堂” 和“微课程” 两类。 其中“微课堂” 是指以视
频为主要载体， 针对某一知识点或教学环节， 灵活合理运用教育
技术， 实现突破难点、 传授技能、 培养兴趣、 启迪智慧等教学目
的的数字化资源集合。

据悉， 2014年浙江省还将持续推进教育信息化教育教学环
境建设， 实现80%以上的中小学校千兆到校、 50%以上的中小学
校百兆到所有班级和教师办公室的宽带接入， 在全省普通中小学
（包括民办学校） 全面普及班级多媒体； 深入推进数字资源建设
和应用， 重点建设300门普通高中选修课网络课程； 积极推进高
校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 （MOOCs） 建设； 启动第二批职业教育
数字资源建设基地学校工作， 建设覆盖10个专业的数字教育资
源等。

省市给补贴 高校减学费

河南特岗教师免试读硕士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为更好地支持特岗教师在职学习和

专业发展，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 河南省近日出
台举措， 支持服务期满留任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

据介绍， 特岗计划实施以来， 河南已累计招聘5.18万名特岗
教师到农村任教， 受益范围覆盖全省107个县、 4000多所农村学
校。 2013年， 河南对在该省任职的在职教育硕士特岗教师给予
适当的学费补贴。 在此基础上， 河南省内高校实施学费优惠政
策， 给予录取的特岗教师每人1000元的学费优惠。 同时， 市、
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特岗教师任职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 给予
适当学费补贴， 并在职称评定、 考核奖励等方面出台相应配套鼓
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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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有谁留意过教室的灯关没关
———徐州在180万名中小学生中开展“责任教育”观察

一份报告显示，86.3％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

“海待”为何逐渐消失

评论

信息服务

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1月6日期
间， 考生可凭网上报名时的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
//yz.chsi.com.cn/） 打印准考证。 特别提
醒广大考生， 打印准考证必须用A4纸，
准考证在使用期间正反面不得
有任何涂改。

考研准考证12月25日起打印

“学费打折”是应对办学困境的下策

■王寿斌

日前， 湖南电子科技职院
2010级一名毕业生向媒体反
映， 自己的母校推行学费“促
销” 政策， 鼓励学生跨学年交
纳学费。 比如5月前交纳下学
年学费减免10%， 5月交费可
减免8%， 6月交费减免6%。 而
且学校还存在延迟发放助学金
和用助学金抵扣学费等问题。

对该行为， 学校领导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解释： 部分家长
担心孩子乱花奖学金、 助学
金， 强烈要求学校提前收学

费。 学校为感谢家长对学校工作
的支持， 响应家长的要求才推出
“预交学费” 的优惠政策， 而且
预交学费本着自愿原则。

不得不说， 该校的这一解释
很难令人信服。 其实际效果不但
无法自圆其说，反而欲盖弥彰，越
发加剧人们对学校“提前回笼学
费以应对资金断链”、“提前收费
以防学生中途退学”、“打折收费
防三年级学生逃交学费”等隐情
的猜测。

其实对高职院校来说， 在校
生中途退学、 三年级学生拒交学
费均非个案， 原因根在社会， 学
校很难控制或避免。 对民办院校
来说， 资金吃紧甚至出现短时
“断链”， 也很正常。 尤其是两者
的结合体———民办高职院校， 生

存不易可想而知。
对于民办院校的办学处境，

某民办教育者曾犀利地概括为
“公办院校吃财政用财政衣食无
忧”、 “民办院校左学费右学费
自生自灭”， 言语虽有些过激，
却也颇为写实。 很多民办院校不
占用公共资源， 不享受财政支
持， 几乎完全依赖学费运转。 眼
下， 民办院校承受着物价指数上
涨、 人力资源成本提高的压力，
但学费却没有大幅增长。 非营利
性文科类民办院校或许可以勉强
维持运转， 而对于比较“烧钱”
的工科类民办院校或是投资方有

“提成” 的民办院校来说， 则常
常捉襟见肘， 至于加大投入、 创
新改革则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 从目前情况看， 不少

民办院校正承受着严峻的资金
压力， 有必要得到社会各界的
理解和支持。当然，“理解”并非
容忍、 支持和纵容学校违规提
前收费，甚至搞“打折促销”。

民办院校要想根治资金难
题以及由此带来的辍学人数增
加、 三年级学费流失等一系列
问题， 应当苦练“内功”， 不
断提高育人质量和办学信誉，
通过广泛有效的校企合作去争
取企业行业的支持， 通过稳步
提升服务社会的水平和能力来
增加培训收入， 从而走出单纯
依赖学费收入的误区。

同时， 地方政府部门在加
强对属地民办院校进行依法监
管的同时， 也要积极落实十八
大精神， 切实转变职能， 按照

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 加大服
务民办院校的力度， 尽快落实民
办院校与公办院校享受同等待
遇。 此外， 政府不妨设立地方民
办教育发展基金， 为民办院校提
供项目化周转资金； 协调银行等
部门向民办院校提供低息贷款；
尝试按照育人质量和“贡献度”
的大小向院校“购买” 人才培养
服务， 实现不同体制院校之间的
公平投入， 等等。

民办院校是我国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无须赘言。 如果仅仅因为资
金周转不畅而让学校无法聚精会
神办学， 以牺牲育人质量求自
救， 甚至因挖空心思回笼资金而
伤害学生对母校的情感和对教育
的信仰， 显然得不偿失。

9岁的蓝承世， 是广西马山县白山镇民新村古龙屯一
名普通山里娃。 2011年到入学年龄， 家附近的古龙屯教学
点因为学生人数太少而裁并， 蓝承世因此走进了隔着4座
山坳、 5公里山路的民新村小学。 当时学校条件不完备，
常年缺水， 学生无法寄宿在学校。 蓝承世每天都和10多名
孩子结伴花两小时徒步翻山越岭上下学。 寒冬酷暑， 风雨
无阻。

两年来， 民新村小学办学条件逐渐改善， 新建了学生
宿舍和食堂， 学生们得以寄宿校园。 蓝承世成了学校发展
的受益者， 再不用每天长途跋涉， 还能在学校吃到营养
餐。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一个山里娃的求学路

� 蓝承世和伙伴们
在山间小道上赶路
（2012年1月6日摄）。� 12月23日， 蓝承世在三年级的课堂上朗读。

12月23日， 蓝承世 （前右） 和同
学们在吃营养餐。

� 蓝承世和同学们在一起烤火取暖 （2012
年1月6日摄）。

12月23日， 蓝承世（右二） 和寄宿在学校的同学们在一起。

22001133年年全全国国十十大大教教育育新新闻闻

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研究
生奖助体系全面建立

北大首开网络公开课“慕课”
引发在线教育热潮

《通用规范汉字表》发布 信息化
时代汉字有了新规范

首次太空授课成功进行 6000
万师生同听一堂课

大学章程首批6高校实施 中国
高校迈入宪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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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联合国“教育第一”行
动发视频贺词 让13亿中国人民享有更
好更公平教育

最新教育经费统计公告发布
4%目标如期实现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
估启动 293个县通过评估认定

全国统一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建
立 中小学生“一人一号”终身不变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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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评选

2013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揭晓
本报北京12月25日讯 （记者 易

鑫 翁小平） 2013年是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年， 也是贯彻落实教
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一年。 这一年， 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工作的
重要论述， 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
高度重视， 为推进教育改革发展、 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指明了方向； 这一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提
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对推进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等
做出决策部署； 这一年， 最新教育经费
统计公告显示， 4%目标如期实现， 成
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
一年，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启动， 中国义务教育进入均衡发展新时
期。 由中国教育报和中国教育电视台联
合主办的“2013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
评选今天揭晓。 “习近平向联合国‘教
育第一’ 行动发视频贺词 让13亿中国
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教育”等10件新闻
入选2013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 （内容
见右图）。 （相关报道见四版）

本报北京12月25日讯 （记
者 焦新） 第二十二次全国高等
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今天闭
幕。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同志
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要以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
导，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
讲话精神， 以改革创新精神抓好
这次会议精神的落实， 切实加强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扎实推动高
校党的建设迈上新台阶。 教育部
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杜玉波主持
会议。

陈希强调， 高校党委要肩负
起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
任， 强化自觉性、 增强坚定性、
提高战斗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高校的指导地位， 加强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 广泛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
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 着力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 要努力建设高素质
的教师队伍和思想政治工作队
伍， 加强教育教学阵地建设和管
理， 建好管好用好网络阵地， 不
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 创
新高校新闻宣传方式。

陈希要求， 各级党委都要把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本地区本
部门党建工作整体安排， 摆上突
出位置， 完善工作机制， 构建齐
抓共管新格局。 要按照中央领导
同志讲话精神要求， 结合各自实
际， 研究提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的具体措施， 确保把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各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 党委宣
传部分管负责同志， 党委教育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单位） 司局级负责同志； 解放军总政治部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部分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出席会议。 北京、
上海、 北京大学、 中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新疆大学、 浙江
金融职业学院、 云南工商学院等地和高校的代表在会上作交流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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