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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新生军训退伍学长当“教官”
本报讯 （王懂礼 记者 朱振

岳） 早在新学期开学前两周， 浙江金
融职业学院农村金融专业大三学生施
向前就把闹钟调到早上6点半， 闹钟
一响， 马上爬下床， 洗漱完毕就开始
在家附近晨跑了， 每天都要跑上1个
多小时。 “之所以这么‘勤快’， 一
方面是因为我当过5年兵， 有早晨锻
炼的习惯， 另外就是一开学就要带新
生军训了， 不恢复恢复， 到时候怕吃
不消。” 他笑着说。

施向前已连续两年在学校做军训
教官了， 第一年做排长训的是同年级
的同学， 第二年在学校军训团团部做
团长助理， 协助团长开展全校同学的

军训。 回想起这两年的带“兵” 经
历， 他由衷感慨： “当兵的时候也军
训过， 没想到到了大学还能带自己同
学和学弟学妹的军训。”

该 校 学 生 处 处 长 张 鹏 超 说 ：
“2012年负责我们军训任务的杭州武
警士官学校的官兵， 进校第三天临时
有紧急任务， 70多个官兵连夜撤回
了， 军训是高校学生入学第一课， 停
不得， 实在没办法， 就让学校四五十
个退役士兵学生救急当军训教官， 发
现效果还挺好， 于是就坚持下来了。”

考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之前， 施
向前是武警福建某部的一名士兵， 当
了整整5年兵， 2011年浙江省出台政

策， 在高职院校试点面向退役士兵的
高考， 单考单招。 就是这批退役士兵
大学生承担了过去两年全校6000多
名新生的军训工作。

“比起其他学校的教官， 我们还
是喜欢让自己的学长学姐带我们军
训， 虽然可能比其他教官要求更严
格， 但我们自己的学长学姐对学校更
了解， 和我们交流更亲切， 也更有针
对性， 能让我们更快地适应大学生
活， 而且军训结束了， 还能和我们经
常保持联系。” 去年参加了军训的大
二学生沈盼盼说。

据介绍， 今年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新生有3100名， 学院早早就面向全

校学生发了招募教官的通知， 报名非常
踊跃， 除了退役士兵， 还有学校军事爱
好者协会的骨干报名， 为了让这项改革
能持续健康地运行下去， 经学校组织考
核和筛选， 有50名退役士兵和其他20名
学生承担起2014级新生的军训。

连续担任3年学院军训团团长的黄中
梁是该校基建后勤处处长， 也是解放军
某部团级转业干部， 无论是军事素养还
是带兵能力堪称行家里手。 “我们的军
训除了要高标准完成上级布置的‘规定
动作’， 也要融入学院的教育理念， 尤其
要重视学生的文明礼仪教育、 组织纪律
教育和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 通过我们
的军训实现多重教育效果。” 黄中梁说。

近年来， 上
海注重在中小
学、 幼儿园开展
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 ， 以经典诵
读、 古代文化体
验等为载体， 引
导学生传承中华
文明， 提高道德
文化修养。 传统
文化教育在上海
中小学校园开展
得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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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
———上海市在中小学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纪实

■本报记者 董少校

“远远看去， 山上景色秀丽。 谁
知道这说了诗中的哪句话？” “我知
道， 远看山有色！” 9月15日， 上海
市长宁区适存小学的一间活动室里，
一年级 （3） 班的学生在学习古诗
《画》， 刚入校两周的孩子对古诗表现
出浓厚的兴趣。

近年来， 上海注重在中小学、 幼
儿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以经典
诵读、 古代文化体验等为载体， 引导
学生传承中华文明， 提高道德文化修
养。 一批高品质区本、 校本课程建立
起来， 学生的才艺在各种平台上展示
交流， 专业化体验基地、 教师队伍使
教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记者近日走进长宁、 普陀、 虹口
等多个区县， 感受传统文化教育在上
海中小学校园红红火火开展的奥秘。

中华经典诵读纳入区
本校本课程

课堂是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常规
化、 长效化的重要基地。 上海市教委
与市文明办共同倡导“中华经典诵
读” 活动， 古典诗文进入了各区县中
小学的课堂。

长宁区教育党工委、 教育局于
2012年制定关于开展中小幼“中华
经典诵读” 活动的实施方案， 在全区
中小学幼儿园进行“雅言传承文明、
经典浸润人生” 活动， 开发课程资

源， 推出 《中华经典诵读》 区本教
材， 构建起顶层的活动框架。

9月15日早上7点半， 长宁区复
旦中学升旗仪式正在举行， 除了通常
的升国旗、 唱国歌， 还有经典诗词朗
诵、 播放师生对高三学生的视频祝
福、 宣读获奖喜报等环节。 老师和学
生共同朗诵岳飞的 《满江红》， “莫
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的声音在
校园里回荡。

复旦中学校长周国正介绍， 该校
设立了校史馆、 马相伯纪念馆， 定期
举办学子讲堂、 相辉文化讲堂， 增强
学生的传统文化体验。 从2010年开
始， 该校把“中华诵” 经典诗词诵读
纳入升旗仪式， 坚持至今。

长宁区组织编写 《中华经典诵
读》 区本教材共4册， 支持区内中小
学的拓展性课程、 研究型课程。 记者
看到， 供小学用的 《中华经典诵读》
分为一至三年级、 四五年级两种， 其
中前者收入 《论语》、《孟子》、《战国
策》以及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100多
篇。长宁实验幼儿园的《中华经典诵读
亲子读本》、适存小学的《古诗诵读》一
二辑、复旦中学的《唐诗唐韵》和 《婉
约与豪放》 等一批校本教材涌现出
来， 成为校本课程， 为经典诵读活动
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上海， 将中小学传统文化教
育纳入全区总体设计的情况并不鲜
见。 如普陀区近年结合区情开发了
农耕文化、 节庆文化、 普陀韵文化
三大课程板块， 建立红色学堂、 河
湾学堂、 公益学堂、 田园学堂、 创
新学堂等五大学堂， 让青少年在喜
闻乐见的活动中体验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

为师生搭建多元化展
示交流平台

复旦中学升旗仪式宣读喜报时，
记者留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 在长
宁区学生艺术单项比赛、 上海市中小
学生古典诗词创作比赛两项赛事的获
奖名单中， 复旦中学学生辛曼祺都榜
上有名。 翻开今年3月的 《复旦时
报》， 上面登载了她的 《千钟醉》； 翻
开今年总第22期《复旦》 杂志， 上面
收录了她写的古文 《谏治学者十思
书》， 还有她担任社长的镜元辩论社
的长篇介绍……

辛曼祺告诉记者： “在复旦中学
就读两年多来，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
这里有各种展示才华的平台。 我喜欢
古文和宋词， 可以参加校级、 区级乃
至市级的比赛， 还曾到学子讲堂讲授
宋词； 我喜欢辩论， 就可以组建辩论
社。 老师们给我鼓励和指导， 我的特
长得到了充分施展。”

上海在全市营造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各种展览、比
赛、 研讨等活动为师生搭建起多元化
的展示交流平台。 上海市教委与市文
明办共同开展“童谣征集”等活动，与
市委宣传部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
动”， 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创作表演，体
验经典戏剧、民乐等传统文化演出。

长宁区在区级层面举办全区师生
“中华经典诵读” 大赛、 古诗文创作
大赛、 中华经典课件评比等， 唤起师
生的参与热情。 杨浦区翔殷路小学每
两年举行一届古诗节， 其中主题朗诵
会、 诗配画绘画比赛、 诗歌故事小品
表演等活动让学生充分展示各自的古
诗积累和艺术才能。

开拓中华传统文化基地教
师资源

2011年国家“指南针计划” 青少年
体验基地落户上海， 依托虹口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运行。 这里建立起中国古代造
纸印刷、 陶瓷、 染织、 青铜、 建筑共5
个体验馆， 可以同时接纳200名学生动
手体验中华民族古代发明项目。

9月16日，虹口实验学校三年级学生
温彩雯体验了雕版印刷，她拿着刚印好的
《荷塘春趣图》 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
实的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 非常好玩，我
也从中领略到古人的聪明智慧。 ”

“指南针计划” 青少年体验基地面向
虹口区内外学校接受预约，3年来开展“快
乐活动日”活动、亲子活动、国际交流活动
等近800场，接待7万人次。 该基地还发挥
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成果的辐射作用，引领
25所中小学参与5个大类的项目试点，如
同建立起一个个弘扬传统文化的分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懂行
的教师。 上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
学幼儿园注重师资队伍建设， 增强内功，
带动传统文化教育的蓬勃开展。 长宁区
经典诵读教学研究室多渠道为教师提供
教学诵读培训， 3年来组织近30位教师
参加上海市经典诵读培训， 大部分取得
了朗读等级证书。 普陀区成立中小学生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研究会、 美育研究会
等， 以课题形式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研究， 带动教学活动的开展。

持续的投入也为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2005年起， 上海市
教委每年投入1000万元， 开展青少年传
统文化培训系列活动， 9年来举行100多
项培训， 聘请专家358位， 形成活动班
9435个， 受益学生超过100万名。

教育部和新疆联合开展
面向内地新疆学生宣讲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9月16日， 由教育部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联合举办的面向内地新疆学生开展的宣
讲活动， 在全国各地内地新疆高中班、 内地新疆中职班
和部分内地高校全面展开。

此次宣讲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内地新疆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 教育部委托新疆组织宣讲团， 赴内地各办
班学校开展宣讲活动。 宣讲内容为深刻揭露暴力恐怖犯
罪活动的本质和危害； 坚决抵御和防范宗教极端思想向
校园渗透， 深入做好校园“去极端化” 工作； 以现代文
化为引领， 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
观， 做优秀内地新疆学生。

据悉， 此次宣讲活动新疆共派出14个宣讲组， 近
30位专家学者， 分赴北京、 上海、 天津、 江西、 黑龙
江、 浙江等20余个省市， 宣讲时间从9月16日开始到9
月26日， 历时10天。

周口师范学院

“数字迎新”为学生“减负”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近日， 周口师范学院新生

入校报到， 来自三门峡市的新生王晓静， 通过手机使用
网上自助迎新系统， 提前完成了报到注册手续， 还使用
手机校园微地图导航， 顺利找到了自己宿舍的床位。

此前， 王晓静已在家中通过网络完成了宿舍自助申
请， 并提前结识了新室友。 新学期开学后， 无论是新报
到的学生还是返校的老生， 都惊奇地发现， 学校的数字
迎新系统实在太“给力” 了， 不仅给学生带来了方便，
更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今年， 周口师范学院启动了智慧校园建设， 作为智
慧校园建设的其中一项， 学校开通了数字迎新系统， 在
原有网上迎新系统的基础上， 进一步增加了校园微地图
导航、 宿舍实景、 网上宿舍选取功能。 通过网上自助迎
新系统， 新生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完成学生报到注册、
实景选取宿舍和床位。

天津大学

千辆校园公共自行车方便学生
本报讯 （记者 张宝敏） 日前， 天津大学引入智能

公共自行车系统， 学生们有了随时有车骑、 随处可存车
的便利。

这一新系统借鉴了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管理模式，
由企业投资300余万元， 在天津大学配置了首批1000辆
智能公共自行车， 供刚入学、 还没有购买自行车的新生
租赁使用。 根据学生分布情况， 学校在校门、 食堂、 公
寓、 体育场、 教学楼等21处设置了租赁站点， 每个站点
配置约50辆公共自行车， 还配有工作人员负责管理、
维修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主色调为绿色， 上有“天津大学” 字
样， 十分醒目。 每辆自行车单独配置锁车器和读卡器。
学生只需刷校园一卡通后就能使用自行车。 目前自行车
仅限于在校园内存取， 租赁费为每20分钟3角钱。 如果
每学期累计使用超过一定数额， 该学生将在该学期内无
上限免费使用自行车。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大赛研讨会近日举行 研讨会
由中国科协、 共青团中央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馆和中国
科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承办， 与会代表就国内青年科
普创新活动的现状、 规划等展开了研讨。 （宋伟涛）

●第二届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总决赛闭幕 中
文专场30支辩论队伍和英文专场94支辩论队伍经过激
烈的辩论后，西安高新一中魏思铭、王湃鑫和人大附中宋
雨阳、李耀实分获中文专场和英文专场冠军。 （杨桂青）

●全国大学生冰壶邀请赛开赛 比赛由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主办、 哈尔滨体育学院承办， 来自哈尔滨工业
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等院校的10支队伍共60余名运动
员和教练员参赛。 （曹曦）

●2014全国智慧教育高层论坛在宁波举行 论坛
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 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 主题为
“开放·创新·融合”。 论坛上， 宁波市出台了 《宁波市智
慧教育建设总体方案》， 明确了智慧教育建设的功能定
位与运行模式。 （史望颖）

●叶圣陶教育出版思想学术研讨会近日举行 研讨
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编辑杂志社等单位主办， 旨
在重温叶圣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教育出版
思想。 人教社2014年版 《叶圣陶全传》 和 《叶圣陶教
育名篇选》 首发式同时举行。 （余闯 郜云雁）

●北京市第四届中学模拟联合国大会举行 活动由
外交部与北京市教委共同主办， 围绕非洲议题展开讨
论， 来自北京各区县69所中学的近300名高中生参加大
会。 （唐琪）

●公益纪录片《180台DV的故事》日前在京首映 该
片由“保时捷溢彩心” 爱心同盟成员张艺谋导演义务执
导， 反映偏远地区儿童教育与发展现状，90％的镜头取
材于四川省苍溪县72所学校的2000多名孩子。 （钟伟）

●北京大学与河南郑州上街区人民政府合作办学
中科院院士周其凤， 郑州市副市长刘东等参加揭牌仪
式。 双方将整合优质资源， 形成合力创办“北大培文学
校”。 （郭炳德）

●北京小学教育集团师生同享艺术大餐 日前， 北
京小学教育集团600余名师生和家长代表来到天桥剧
场， 观看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经典芭蕾舞剧 《蝙蝠》。
除举办芭蕾舞艺术专场之外， 本学期， 该教育集团还将
为所有分校师生举办京剧艺术教育专场。 （施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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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历史 勿忘国耻

近日， 各地各学校纷纷以“勿忘国耻” 为
主题纪念“九一八” 事变， 以警醒学生牢记历
史， 勿忘国耻， 爱国进取， 奋发学习， 振兴中
华。

（上接第一版）
对护送小学生上下学的琐

碎与难处， 刘锡全深有感触。
“不下雨的时候还好， 要是遇
到下雨天， 就让人更紧张了，
一方面， 过往车子的司机因雨
雾阻隔， 视线较为模糊， 安全
性降低； 另一方面， 学生撑的
雨伞时常挡住行进的路线和护
送者的视线， 增加了安全行进
的难度。 每当这时， 我一点儿

也不敢松懈， 手势、 号令更为频
繁， 以便让车子及时停下、 让学
生安全穿行。” 他说。

2006年下半年， 上栗县交
警大队的领导来到文岐小学，
找到刘锡全， 对他多年来带领
学生穿越险道表示感谢和赞许。
当交警大队领导表示要给刘锡
全一些报酬时， 刘锡全婉拒了，
但却请求交警大队在桃花冲冲
口上国道的岔路口和进学校的

国道口分别设立警示牌， 让过
往的车辆缓慢行驶。 交警大队
的领导当场答应。 如今， 两块
显眼的大警示牌就矗立在这两
个路口。

11年来， 在刘锡全的呵护
下， 山里孩子快乐地学习着， 他
们当中的许多人， 离开了小山村
走向外面的世界， 而刘老师依旧
坚守着那份对学校、 家长、 孩子
们的特殊承诺。

学生平安的“守护神”

荨9月17日，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黄海
路小学学生展示签名横幅。 司伟 摄

茛9月16日， 山东聊城大学学生缅怀先烈。
赵玉国 蒋振凯 摄

（上接第一版）
鲁昕强调， 用心用情做好内地院

校少数民族人才教育培养工作， 首先
是用心， 要用爱心、 真心、 细心。 其
次是用情， 要讲党的恩情、 民族情、
亲情。

鲁昕指出， 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
志的重要批示精神， 近期必须抓紧抓
实四项工作。 一是配齐配强少数民族

管理教师；二是尽快落实好援疆资金用
于资助内地新疆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工作； 三是抓好集中教育和常规教
育； 四是大力促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
流交融。

会前， 受俞正声主席委托， 鲁昕
看望了被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亲切地称
为“雪妈妈” 的首师大党委书记张雪，
并致以亲切的慰问。

用心用情做好少数民族学生
教育培养工作座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