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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激励助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四川农大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俊贤

5人入选四川省“百人计划”，其中
“70后”3人；50岁以下高级职称人员651
人， 占全校高级职称人数的78.6%；“80
后”教授8人，其中最年轻的教授时年30
岁； 四川唯一入选“973青年科学家专
题”项目的领衔人今年仅34岁……

这是记者日前从四川农业大学了解
到的一组数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
们还有一大批30岁左右的优秀青年学
者正在快速成长。”校长郑有良在全校教
师大会上的话为这组数据进行了注解。

是什么让该校青年教师成长迅猛、
脱颖而出？ 激励、 爱护青年教师， 四川
农大有何秘诀？

评优晋职重能力不看资历
这两年， 四川农大动物遗传育种研

究所猪研究室主任李明洲成为学校的名
人。 2012年5月， 他的一篇论文在国际
著名学术杂志子刊 《自然-通讯》 上发
表， 引发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 他因此
被破格擢升为学校二级岗教授。 一年
后， 他的另一篇学术论文又刊发在 《自
然-遗传》 上。

谁能想到， 连续获得国际顶尖学术
杂志青睐的李明洲今年才32岁。 “李
明洲这么年轻就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
绩， 除了跟他自身努力有关外， 还与学

校对青年教师搞科研的激励机制分不
开。” 郑有良说， 在评职晋级上， 学校
一向重能力和成果本身， 而不是论资排
辈。

以学术水平论英雄， 这在四川农大
已形成一种浓厚的氛围。 2012年， 学
校进一步修订教师破格晋职的条件， 让
更多年轻人快速成长。 全国优秀博士论
文获得者卢艳丽便是这项政策的受益
者。 卢艳丽毕业后加入学校玉米所研究
团队， 30岁那年评上教授。 “我在川
农大是幸运的、 幸福的。” 卢艳丽感慨
道。

四川农大不仅优待本土优秀科研工
作者， 对国内外的优秀人才也求贤若
渴， 开出丰厚条件引凤筑巢。 面向海外
招聘英才、 招聘海归人才、 “百名博士
招聘计划” 等措施相继推出， 一大批学
有所成的年轻“海归” 加盟， 成为学校
教学科研的“新增长点”。

“我们从工作、 生活等多个方面给
予引进人才优待。 杰出、 高端人才， 学
校给他们提供最高500万元的科研经
费， 同时享受二级岗教授待遇。 一些年
轻的博士， 学校还给他们安排科研助
手。” 学校副校长朱庆说。

按照传统成长路径， 高校青年教师
需要经过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等
层级并有一定年限规定， 而四川农大打
破了这一晋升模式。 “我校引进的优秀

博士， 一进校就享受副教授的相关待
遇。” 学校人事处处长刘应高说。

把青年教师推上前台
“没想到我刚到四川农大， 就申请

到了学校提供的2.5万元科研经费。 有
了这笔钱， 我可以去完成我感兴趣的研
究。” 回想起5年前的经历， 四川农大
动物科技学院年轻教授朱砺仍一脸兴
奋。

朱砺提到的这笔经费来自四川农大
2009年启动的“学科建设双支计划”，
学校按照8个层次对全校科研队伍进行
经费扶持， 最高院士层次每年可获得
50万元科研经费， 最低青年学术后备
人选每年也可获得1.5万元补助。

“这项计划对扶持40岁以下的青年
教师专心搞科研、 出成果具有极大的激
励作用。” 学校科研处处长曾维忠说。
获得“双支计划” 的教师， 一旦有了科
研成果、 发表了论文， 还可以继续获得
相应的后补资金。 “这几年来， 学校青
年教师搞科研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每天
晚上十一二点， 学校实验大楼还灯火通
明， 这在以前是很少看到的。” 曾维忠
告诉记者。

“双支计划” 实施5年来， 学校已
累计投入6800万元， 共资助1400余人
次， 其中219名30岁至39岁的中青年先
后获得资助经费1119余万元， 占层次

资助总经费的48.1%； 132名40岁至49岁的
中青年先后获得后补资金1447余万元，占
后补资金总额的62.06%。目前，第二批“双
支计划”已经启动，预计投入将超1亿元。

除了“双支计划” 外， “创新研究团
队计划”、 教职工奖励办法调整、 业绩评分
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有利于青年教师快速成
长的政策相继出炉。

不仅对校内做科研的青年教师有资助
和奖励， 学校还积极鼓励他们走出国门，
到国外访学做研究。 “所有在国外访学的
青年教师在学校的待遇不变， 学校还额外
提供其他补助和奖励。” 朱庆说， “只有把
青年教师推上前台， 学校的发展才有竞争
力。”

团队助推青年教师成长
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不仅需要个人的勤

奋和天赋， 团队的助推也无疑能让他们成
长得更快。

2008年以来， 四川农大整合各学院资
源组建了10个科学研究所 （中心）， 每个
研究所都由该学科领域“重量级” 专家领
衔， 在他们的带领下， 一大批青年教师迅
速聚集过来。 （下转第三版）

进高校
新闻特别行动

苏州太仓保障在校生就餐安全

为学生投食品安全责任险
本报讯（记者 缪志聪） 为保障学生在校

就餐安全，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苏州太仓市
财政出资统一为当地公办幼儿园、 小学、 初
中、 高中、 中专60所学校7万余名学生投保了
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在保障的设定上， 太仓市校园食品安全责
任险承保的人保财险经过与教育局协商， 确定
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
限额200万元， 并以一个保险年度就餐营业总
额为依据， 累计提供赔偿限额上亿元。

太仓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个专项
险种直接承保教育局及食品加工者的责任， 使
其在采购、 加工流程中的相关风险得到直接关
联， 既明确了赔偿方， 也使得赔款可以通过保
险直接支付。 在提供经济补偿的基础上， 保险
公司还与教育系统建立日常沟通和联络机制，
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 将拿出应对大面积出险
的应急预案， 并根据学校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及
防灾防损需求， 为学校提供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和指导服务。

3名中国学者获颁
德国“绿色精英奖”

据新华社电（记者 郭洋） 德国联邦教育
和科研部7日为2014年评选出的25名“绿色精
英” 颁奖， 其中包括3名中国青年学者。

“绿色精英奖” 由德国教研部于2009年发
起， 旨在奖励活跃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杰出青
年科学家。 来自中国的“绿色精英” 分别为同
济大学助理教授韦莉、 丹麦奥尔堡大学助理教
授王怀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刘晶。

获奖的“绿色精英” 已在过去两周内集体
访问了德国知名科研院校和企业， 并单独访问
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多名德国专家。 2015
年， 他们还可在德国科研机构或企业进行为期
3个月的访问， 费用由德国政府资助。

今年的第六届“绿色精英奖”由专家评审委
员会从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份申
请中评选而出。获奖的“绿色精英”中年龄最大
的32岁，最小的23岁，分别活跃在生物与农业
工程、经济与环境法、电气工程、能源与环境工
程等各个可持续发展研究相关领域。

新疆资助四地州中小学配保安

标准每人每年15750元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为加强学校安全

保障工作，新疆日前决定，从2014年起对南疆
四地州中小学、幼儿园配备保安给予经费支持。

新疆对南疆四地州中小学、 幼儿园配备保
安经费补助范围和标准是： 喀什地区、 和田地
区、 克州及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柯坪县和阿瓦
提县， 按照每人每年15750元标准给予补助，
每所学校按4名保安计算， 所需经费实行自治
区本级与地县共同承担。

自治区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保证
教师正常教学， 今后各学校不得安排教师昼夜
值班。 南疆四地州中小学、 幼儿园配备保安并
给予经费支持， 对于加强校园安全防范， 预防
重大案件和事故发生， 保护广大师生生命财产
安全， 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
财政部门将统筹安排各类教育资金， 做好校园
保安配备工作， 保证校园安全。

●值班主编： 蔡继乐 ●值班编辑： 余闯 ●设计： 王保英 ●校对： 唐晓华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 xinwen@edumail.com.cn� ●发行热线： 010-82296886� ●广告热线： 010-8229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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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东区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

名优班主任享人才津贴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庄承

婷） 记者日前从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获悉， 该
区出台加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实施意见，
从班主任地位提升、 专业发展和待遇保障等方
面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

江东区提出， 将重点培养30名左右区级
“班主任带头人” 及“名班主任”， 积极培养宁
波市级名优班主任， 让他们享受同级“学科骨
干” 及“名师” 人才奖励津贴； 积极选任具有
工作激情、 良好素质和发展潜力的优秀年轻教
师担任班主任岗位； 成立“班主任讲师团”，
作为班主任培训的重要力量， 充分发挥名优班
主任的引领辐射作用。

与此同时， 江东区将设立年度“班主任队
伍建设创新奖”， 在绩效工资和专业技术职务
晋升中向班主任倾斜， 并加大对优秀班主任的
奖励力度。 江东区要求， 各校年度考核“优
秀” 者中班主任应达到50%以上， 每年评选区
优秀班主任， 对获评各级各类先进班集体的班
主任予以奖励； 对担任班主任工作满20年、
30年的班主任分别予以表彰。

创新课堂让学生当主角 知行合一为学生搭平台

安徽师大核心价值观教育“接地气”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通讯员

徐成进） “老人跌倒扶不扶？” 近日，
在安徽师范大学的情景模拟实验室
里， 几名有表演专长的学生正在对社
会热点话题进行模拟情景再现。

“这是学校新近推出的情景模拟
实验室教学， 可同时为5门课服务，
将情景模拟实验室现场的在线视频，
同步到正在上思政课的数十个教室
里， 由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去探讨， 再
将各个课堂上的情景反馈回情景模拟
实验室， 由指导教师进行分析， 找出
问题， 进行改进。” 安徽师大情景模
拟实验室主任路丙辉说， 通过这个平
台， 课本上的文字变成生动的演绎，
老师带着学生去思考， 学生由被动变

主动， 课堂气氛更加活跃。
身边人演身边事， 让学生们觉

得亲近， 也更容易入心、 入脑。 安
徽师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教学方法的创新中逐渐尝到了甜
头， 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
作用， 紧扣教师、 教材、 教学三个
关键环节，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与建设的思路逐渐清晰。

学校针对不同专业学生认知特
点， 采取“一本多纲”， 分类教学。
文科类教学以人文精神培养、 思维
素质提升为主线； 理科类侧重人文
精神、 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培养； 艺
体类以拓展文化修养、 普及马克思
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 还充分利用

知识竞赛、 艺术表演等多种形式交流
活动， 让思政课教学走出课堂。 政治
理论在实施分类教学后“接地气”，
纸面上的理论知识逐渐融入学生的学
习生活， 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中与思政
课越来越亲近。

“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简单的知
识传授， 更不是复制‘器’， 而是培
养‘人’，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 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 安徽师大党委书记顾家山说，
“高校作为人才资源的聚集地、 文化
引领的前沿， 要努力搭建各类生动载
体， 把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到校园生
活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 安徽师大紧紧围绕“三

个倡导” 的基本内容， 按照“落细、
落小、 落实” 的要求， 通过课堂主渠
道、 精品课程建设， 搭建校园文化载
体等多种形式， 努力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所蕴含的理论、 精神和道德
力量， 去武装师生头脑。

今年秋季新学期 ， 安徽师大
5000多名新生一走进校园， 就领到
了 《素质教育活动认证手册》。 这本
小册子将作为评优及用人单位考察
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资料， 跟随本
科生4年。 如果学生就学期间拿不到
相应的素质拓展活动类学分， 即使
专业课学分充足， 也将面临无法毕
业的尴尬。

目前， 安徽师大自主研发一套素

质拓展信息化管理系统， 制定与学分
制相适应的计划和方案， 设立必修学
分， 精心规划活动项目270余项， 形
成一套校、 院、 班三级活动项目体
系， 为学生成长成才搭建实践平台。
学校还将社会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
案， 构建课程化、 项目化、 全员化、
基地化、 社会化等“五化机制”， 累
计建成实践基地160多个， 400余名
专家教授担任团队指导教师。 学校先
后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时代特征、 师范
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品牌， 仅国家级
奖励就达20多项， 其中3项获教育部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 2万
多人次在校生在各种活动中成长为
“学术达人” 和“创业新星”。

按照传统成
长路径， 高校青
年教师需要经过
助教、讲师、副教
授、 教授等层级
并有一定年限规
定， 而四川农大
打破了这一晋升
模式。 学校引进
的优秀博士， 一
进校就享受副教
授的相关待遇。

左图： 夏邑第一高级中学的普法说唱团在校园
里表演节目。

下图： 夏邑第一高级中学音乐老师许涛（左）在
辅导说唱团成员。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微信

自编自演节目 校园说唱普法
11月8日，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第一高级中学开展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主题法
制文艺节目校园巡演活动。 师生们组成普法说唱
团， 通过自编自演的普法说唱节目， 传授法律知
识， 增强法制观念。

苗育才 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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