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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综合·

（上接第一版）
老教师张荣祥在2012年就

满60岁，到了退休的年龄，县里
没有新的编制教师补充进来，他
要承担包括两个幼儿班和一、二
年级两个小学班的语数及体音美
课，执教42年、早已一身疾病的
他仍在超期服役。 另外两人，56
岁的肖金鉴老师和39岁的赵运
刚校长，都在家庭负担大、学校课
多的山区小学顽强地坚守着，平
常身体有了不适， 根本没有条件
请假就医，除非卧床不起。

“在长期的工作压力下，他们
就像一张拉得满满的弓， 说不定
何时，弓弦就有断裂的可能。 ”南
召县教体局一位同志不无担忧地
对记者说。

2010年3月4日，江苏省宿州
市高滩中学年仅38岁的女教师
张成春刚上完一节课后， 正准备
拿起教案上下一节课时， 突然倒
在办公桌边， 如同一盏摇曳的烛
光，渐渐暗淡……“老师，是我们

把你累死了。 ”追悼会上，学生们
眼里闪烁着泪光， 道出了他们发
自内心的痛苦与惋惜。 他们都知
道， 张成春老师已经带病工作了
10多个年头。

河南省教科所一位专家分
析， 教师带病上课的原因主要有
四点：一是教师行业编制紧，特别
是农村中小学，“一个萝卜一个
坑”， 教师没有住院看病的时间；
二是教师本身的疏忽大意和强烈
的敬业精神， 有些教师身上甚至
折射出一种“殉道主义”，总是希
望坚持再坚持， 贫困地区的不少
教师则因心疼钱而延误最佳治疗
时间； 三是一些患重病的优秀教
师被媒体片面地作为典型予以宣
传， 推波助澜地把教师推向一个
非常高尚的境界， 让这部分教师
骑虎难下，不得不坚持，从另一个
角度讲这是好心办了坏事。 四是
一些地方政府或者是学校领导漠
视教师的健康状况，“只要马跑却
不关心马吃草”，根本不重视教师

体检， 甚至对于教师请病假也不及
时批准， 致使很多教师的病等到住
院就到了晚期，已无回天之力。

如何让教师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

长期以来， 教师都被比喻成一
支燃烧的蜡烛，“蜡炬成灰泪始干”，
则常常用来比喻教师无私奉献、默
默耕耘的高尚师德。但是，做一名好
教师， 就意味着非得烧毁自己才能
照亮别人吗？ 教师累死在工作岗位
上的悲剧不应该继续上演。

河南省某县直中学教师， 在网
上晒出自己学校的教师作息时间
表：早自习早上7点开始，下午6点
55分下课放学。 每天包括早自习一
共10节课。 该网友说，语、数、英等
包括副科老师，每周都要带20多节
课，是国家标准课时的两倍，特别是
初三老师更是“压力山大”。

该网友表示，面对美好的生活，
老师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现在，教
师很多时候都在承受着工作的压力

和制度的约束。 他呼吁政府和学校
应该多给教师提供一些福利， 尽量
不要加班；多组织一些户外活动等，
让教师和大自然贴近一步。“教师的
身体健康，不仅是社会的财富，本身
也是学校的财富。 当越来越多的教
师尤其是英年早逝的优秀教师离我
们而去的时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在感到悲哀的同时， 更应该警示自
己爱惜身体、爱惜生命。 毕竟，生命
对于我们仅有一次。 ”这名网友说。

网友“繁星”认为，教师带病上
课的弊端很多： 一是影响教师自身
健康，很多小病转化成大病，本来想
省钱， 结果弄到了难以治愈的程度
或者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 给家
庭带来极大负担， 而英年早逝更不
利于实现自己多为国家培养人才的
愿望。二是教师患病期间，精神状态
不好、体力跟不上，难免力不从心，
影响工作效率， 也有可能影响到学
生的情绪。 三是过多的教师英年早
逝有损政府形象， 让人产生教师群
体无人过问的错觉， 不能体现全社

会真正的“尊师重教”，很不利于体
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

“为了祖国的未来，请患病教师
把治病放到首位，身体养好了，才能
更好工作。为了学校的发展，请学校
领导多关心患病教师， 给予他们充
足的治疗时间。 为了祖国的千秋大
业，请国家建立必要的保障机制，让
教师享受到良好的医疗待遇。”网友

“老马识途”说。
一位专家表示， 教师担负着传

承人类文明的重任， 理当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爱。 由于受教育对象
自身情况的千差万别， 教师的劳动
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创造性和长期
性， 教师的劳动是脑力劳动兼体力
劳动的融合， 不能简单地将之界定
在8小时工作时间或升学率的高低
上。该专家强调，教师的职业是崇高
的，但是教师不是神，而是人，教师
患病， 应当及时治疗。 让人民教师
快乐地工作和生活着， 不但是学校
领导、 各级政府的责任， 也是对全
社会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

谁来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

（上接第一版）
2.对社会和学校推选的“党和

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先进事迹进行
全面深入采访报道， 生动展现当代
教师可亲可敬、 可学可鉴的良好形
象， 引领广大教师争做党和人民满
意的好老师。

3.组织召开“党和人民满意的
好老师”座谈会，学习、研讨“党和人
民满意的好老师” 的先进事迹和优
秀特质。

（二）推选条件
1.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

要讲话中提出的有理想信念、 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
“四有”好老师要求，忠诚于党和人
民的教育事业，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政治坚定，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教书育人成绩显著、贡献突出。

2. 扎根在教育教学第一线，教
书育人、师德师风等深受学生喜欢、
家长称赞和社会公认， 享有很高的
社会声誉，具有重要影响力，人民群
众满意。

（三）推选时间
2014年9月11日至12月31日

（四）推荐程序
1. 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和学校，

社会各界通过群众推荐、 单位推
荐、专家推荐等方式向中国教育报
刊社推选“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
师”候选人。

推选材料可发至：renmin�
haolaoshi@126.com， 或邮寄至：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
国教育报新闻编辑中心， 邮编：
100082。 请注明“好老师推选”字
样。

2. 中国教育报刊社将组织专
家、记者以及群众代表对“党和人
民满意的好老师”候选人事迹进行
评议、报道和公示，接受人民群众
的检验和监督。

3.由专家、记者以及群众代表
组成评委会，最终推选出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
爱之心，深受学生喜欢、家长称赞、
社会公认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
老师” 若干名。

详细事宜欢迎电话咨询 ：
010—82296611。

中国教育报刊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坚持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
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
国际化水平。 ”

为探索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探索
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径，中国教育
报刊社神州学人编辑部将举办“首届基

础教育国际化论坛暨中小学教师海外
人才招聘会”。 本届论坛主题为：视野与
创新。 论坛将邀请权威部门领导、专家、
校长就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之路、如何
发挥海外留学人才在基础教育国际化
中的作用、探索建立基础教育国际化质
量与评估体系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同
时，将举办首届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招
聘会，协助国内基础教育相关学校招聘
具有国际视野和教育背景的优秀海外
人才。

论坛还将邀请国家教育主管部门
有关领导、前驻外教育参赞、部分省市

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中小学校长和专家进行
分享和交流。 欢迎关注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校
长、教育部门领导、专家和有关人士参加。 论
坛期间举办的海外人才招聘会，将有来自海
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回国从事基础教育
工作意愿的留学人员和用人单位，进行面对
面的视频交流。 请有招聘意向的学校尽快提
供岗位需求，以便我们及时向海外发布。 发
布渠道包括我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网站、各
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网站、海外相关媒体以及
国内主流教育媒体和网站等。

中国教育报刊社神州学人编辑部
2014年8月28日

首 届 基 础 教 育 国 际 化 论 坛
暨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招聘会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神州学人编辑部
承办单位：中国教师人才网
举办地点：广东珠海
举办时间：2014年10月18—19日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详情请关注： 神州学人网： www.chisa.edu.cn 中国教师人才网： www.jiaoshi.com.cn/show/n_v

中国—中东欧国家
高校联合会成立
郝平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本报天津9月22日讯 （记者 刘博智） 第二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今天在天津举行， 对话双方围绕“全
球背景下的各国教育改革”、“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教师与
学生流动”等议题开展交流，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郝平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期间，“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
启动仪式举行。 来自10个中东欧国家的12所高校，16所中方
高校签署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成立宣言》。

2013年11月，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 会晤期间， 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共
同发表了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 《纲
要》 指出， 各方将进一步活跃人文交流合作， 在教育领域定
期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 积极探讨建立“中
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为落实《纲要》精神，中国与中
东欧高校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
高校联合会”，旨在通过搭建中国与中东欧高校间的合作伙伴
关系与合作平台，发挥成员高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整合与共
享资源，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教育交流与合作。

在工作机制方面， “联合会” 采取定期工作磋商机制，
建立成员高校之间的信息与资源共享平台， 打通合作渠道；
积极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政府间学位学历互认工作； 鼓励
联合会各成员高校申请政府奖学金并设立奖学金； 鼓励成员
高校间建立全面、 务实的校际或院系级合作关系， 开展学术
交流、 科研合作、 创新与成果转化。

郝平强调，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
使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驶上了“快车道”，着眼未来，中
国将继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政策，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框架下，进一步做好与中东欧各国的教育合作与交流。

中外教育官员、大学校长、驻华使节等近150人参加会议。

脑瘫大学生冯利江：

胜利属于最能坚持的人
■本报记者 王强

近日， 从北京接受完康复治
疗后， 坐在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
的教室里， 冯利江跟往常一样认
真听讲， 生怕漏掉了老师的任何
一句话。 “能当面聆听老师的教
诲是一件幸福的事， 无论刮风下
雨， 我在大学从没缺过一次课。”
他说。

乐观阳光、 成绩优异的冯利
江是学校的“网上学习之星”，
是同学们的“帮扶大使”， 社区
老人的“贴心小棉袄”。 在这背
后， 他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

冯利江刚出生5个月时被查
出脑瘫， 这种病通常需要终身接
受康复治疗。 为此， 3岁的时候，

父母带着他来到北京治疗， 一治
就是17年。 “我除了每天的康复
训练外， 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但
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忙碌的状态。”
冯利江说。

在班主任沈老师眼中， 冯利
江是一个健康、 阳光的学生，
“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 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
分”。

因为勤奋， 冯利江的成绩总
是在全班名列前茅， 他说： “胜
利者并不是跑得最快的人， 而是
最能坚持的人。”

冯利江一直有个梦想， 那就
是把自己锻炼、 学习的经验与教
训写下来， 与人分享。 每年到北
京尔康百旺医院治疗， 他都会写
治疗训练日记， 取名为“利江北

京行”， 如今已写了23次了。
当同学遇到难题时， 冯

利江会热心地提供帮助， 将
自己的“独家学习秘方” 毫无
保留地与同学分享。 对于网
上丰富的学习资源， 只要有
用的， 他都会下载下来与同
学共享。 因此， 他深受同学们
的喜爱和信任。

在同社区老人们聊天中，
冯利江了解到， 老人们有的
很孤独。 从此， 他积极展开
了“老人社区居家养老” 的
社会调查， 完成了“社区居
家养老建设可行性调查报告”
的论文， 用翔实的数据、 生
动的案例， 引起大家的关注，
他也被老人们称为“贴心小
棉袄”。

一级一专项 一人一技能

东营试点“体育专项班”教改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刘志松） 从今秋开始，山

东省东营市启动体育专项化教学改革试点工作， 打破传统班
级界限，组建“体育专项班”，以此为教学单元，推进“一校一球
队、一级一专项、一人一技能”计划，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东营市教育局明确， 各试点学校要根据硬件资源和师资
状况确定体育专项化教学项目， 组织学生选择项目， 以4至
6个教学班为一个教学单位， 组建“体育专项班”， 并以此为
教学单元开展体育专项化教学。 小学阶段一至三年级为体验
式体育专项教学阶段， 学生所选项目学期内不作调整， 学期
结束后， 学生可根据教师指导， 结合自身特点重新确定下学
期选项， 小学四至六年级和初中阶段为选项实施阶段， 学生
全面参与体育专项化教学。

东营市教育局要求试点学校结合本校实际， 依托运动项
目， 以学生兴趣为导向， 制定本校体育专项化教学改革实施
方案， 总结推进体育专项化教学改革深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