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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5名公办教师
因有偿家教受处分

本报讯（记者 孙军） 日前， 青岛市教育
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联合执法，对群众举报
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检查。经查证，该市知名公
办学校的5名在职教师在私立青岛东方艺术专
修学校从事教学活动， 且一处教学点未经核准
属于非法办学。 被查的5名教师分别受到记过
等处分，同时向全市教育系统发出通报。

目前， 青岛市教育局已将该非法教学点取
缔， 责令私立青岛东方艺术专修学校妥善处理
参训学生等后续工作， 并确定其为2014年年
检不合格， 责令限期整改。 对在该培训机构参
与有偿家教的5名公办学校在职教师， 2人给
予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处分、 3人给予记过
处分。

今年4月， 青岛市教育局出台 《治理中小
学教师有偿补课若干规定》， 明令中小学教师
从事有偿补课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
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 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
者行政职务、 开除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的相应处
分，并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2011年，郑
州市教育局出台
《郑州市普通中
小学教育现代化
督导评估方案实
施细则（试行）》，
变以督政为主为
督政与督学并
重， 以督学促进
学校教育现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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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转型的动力之源
———河南省郑州市以教育督导评估促教育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杨桂青

河南郑州教育界至今传颂着一个故
事： 几年前， 郑州外国语学校毕业生焦
锋访问联合国总部时发现， 在广场飘扬
的五星红旗被挂倒了。 他立刻找有关部
门交涉， 重新把五星红旗升了起来。 这
个小故事折射了郑州坚持素质教育导
向， 着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成果。

成果的背后隐含着郑州教育发展的
何种密码？ 记者近日在郑州采访中听到
最多的词是“转型发展”， 而促成郑州
教育发生变化的动力之源， 则是郑州市
逐步建立起来的教育督导体系。 2011
年， 郑州市教育局出台 《郑州市普通中
小学教育现代化督导评估方案实施细则
（试行）》 （以下简称“督导评估方
案”）， 变以督政为主为督政与督学并
重， 以督学促进学校教育现代化。

学生成长， 督导评估的核心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国家数据库

中有这样一组数据： 在2010年、 2012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和监测中， 郑
州市中小学生形态指标稳步提高， 机能
指标下降幅度有所放缓， 大部分素质指
标出现上升趋势。

这组数据印证了郑州将学生健康成
长作为核心关注点的教育评估督导导
向。 郑州督导评估方案A类指标包括素
质教育、 学生发展、 学校发展、 队伍建
设和教学设施5类， 共1000分， 其中素

质教育和学生发展两项就达480分。
为了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郑

州将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在改革教学和评
价方式上。 在郑州二中， 记者目睹了学
校政治课教师张学慧利用平板电脑辅助
教学的过程。 在信息技术支撑下， 郑州
学生的教育生活方式悄然变化， 课堂教
学方式变了， 课余学习方式变了， 学生
评价方式也跟着变了。 政通路小学校长
景松峰让学生享受“政通时光”， 其中
包括到校门口的电子显示屏上涂鸦、 展
示才艺。 陇西小学二年级学生卜家鑫小

学生活中的第一份成绩单， 是由语文、
数学分项成绩分析、 学习习惯等7个图
表组成的。 汝河路小学一年级语文还尝
试了游园式评价。

“评价变革旨在引导教师、 社会、家
长思考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是好学生，什
么是全面发展。”郑州市教育局教研室主
任周文胜说。 郑州市作为教育部首批中
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试验区，目
前已启动义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试
验， 探索构建反映学生学业水平、 品德
行为、 健康状况、 兴趣爱好及学业负担

等情况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在郑州督导评估方案中， 学生的社会

责任、 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成
为评估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学校自主
开发的学生社团等活动，成了课余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新平台。 目前，60所郑州市属中
学有学生社团789个。 郑州教育局近期启动
学生社团星级评定工作，郑州外国语学校的

“模拟联合国社团”、 郑州三中的“航模社
团”、 郑州国防科技学校的“墨梅书画社”
等入选首批“中学生四星社团”。

教师发展， 督导评估的关键
郑州教育局在教育信息网上开辟了一

个专供教师交流和释放自我的平台———教
育博客。 博文里， 教师们幸福成长的气息
扑面而来： 博学而睿智、 充满仁爱之心、
与学生共成长。 二七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孙岩梅说： “在先进教育理念的推动下，
郑州教师不仅看重学生的知识增长， 更看
重学生的健康成长。”

教师价值观的更新，关键是为教师铺设
系统的专业发展之路。 郑州督导评估方案
中，明确要求学校搭建“学校首席教师—市
骨干教师—市名师—市杰出教师—市教育
名家”的梯级教师培养平台，构筑面向全体
教师的新培养体系。（下转第三版）

“让小雪站起来是我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本报2014年4月12日一版头条以
《范尉： 大学生“爱心达人”》 为题，
报道了范尉爱心资助王凯雪的感人故
事。 11月9日， 伴着纷纷扬扬的雪
花， 范尉、 小雪以及小雪的母亲乘飞
机从塔城抵达乌鲁木齐， 进行第二期
手术。

11时， 乌鲁木齐， 雪花飞扬。
范尉说：“这些天， 一想到小雪能

来乌鲁木齐做第二期手术， 将来会和
正常孩子一样走路， 我就激动得睡不

着。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小雪能站起
来走路，从此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小雪今年11岁， 家住塔城市
博孜达克农场三园子村， 出生时患
有先天性双髋关节脱位。 她从小失
去父亲， 母亲劳动能力有限， 家庭
经济贫困。

小雪是范尉资助的160多个孩
子中的一员。 3年前， 范尉来到塔
城地区资助孤儿时得知小雪的情
况，就对她格外关心。“她的病很重，
不要说上学读书了， 就连走路都成
问题， 髋关节突出很厉害， 畸形生

长，看了让人心疼。 ”范尉说，“小雪的
最大愿望就是能治好病， 像正常人一
样行走， 然后进学校读书。”

范尉说， 因长年没有治疗， 小雪
脱位的股骨头已经翘起， 身体畸形，
只能一点点走动， 行走几分钟就会因
疼痛停下休息一会。 但令他感动的
是， 就在这种情况下， 小雪还要坚持
一边学习， 一边照顾残疾的母亲。

得知小雪的愿望后， 范尉决定帮
她。 今年3月2日， 范尉筹集了3万多
元手术费， 带着小雪到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关节外科做了第一期手

术。
“手术很成功。从手术室推出来的

时候，小雪全身被打满了石膏。 ”范尉
说，“既有说不出的高兴， 又心疼小
雪。 ”范尉这样形容那一刻的心情。

好不容易到了小雪接受第二期手
术的时间， 范尉却犯了愁， 因为手术
费还差2万元。 阿里公益得知这一情
况后， 于11月7日联系新疆当地媒
体， 准备联手帮助范尉。 次日， 阿里
公益天天正能量为范尉提供了2万元
资金。

得知范尉要带小雪来乌鲁木齐做

手术， 塔城地委外宣办紧急联系了天
津航空公司。 天津航空公司为小雪及
其陪同家属提供了3张塔城至乌鲁木
齐的免费机票， 帮助小雪到乌鲁木齐
完成治疗， 并在飞机上向小雪捐助了
爱心善款。

目前， 范尉已与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的医学专家约好， 开始对
小雪做全面检查， 然后依据身体状况
进行第二期矫正手术。 “我相信经过
这次手术后， 小雪就能像平常人那样
行走了， 这是我最开心的， 也是最期
待的。” 范尉说。

大学生村官创业
荒山种出致富果

日前， 江西省广丰县排山
镇牌门村大学生村官汤畅 （左
一）、 杨一彬 （左二） 在开心
收获他们的创业果实。

广丰县有45名上山创业的
大学生村官。 几年前， 他们结
伴来到排山镇牌门村， 采取出
资认领、 定期护理的方式， 开
垦荒山种植了500多亩独具地
方特色的马家柚， 并成立以马
家柚为主的松华专业合作社，
带动该县23个乡镇5万余农户
走上致富路。 到2014年， 该县
马家柚种植面积达18万亩， 创
经济效益10多亿元。

卓忠伟 夏广凯 摄

上海公布2015年春季高考方案

22所高校试点春季招生
本报讯（记者 董少校） 上海市近日公布

2015年高校春季考试招生试点方案， 高考科
目为“统一文化考试＋院校自主测试”， 分值
分别为400分和200分；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师范大学等22所高校参与试点。

上海春季高考统一文化考试采用与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接轨的方式， 考试科目为语文、 数
学、 外语3门， 总分400分。 其中， 语文、 数
学两科目试卷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附加试
题” 两部分内容构成， 总分各150分； 外语直
接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试卷， 分值100分。 院校
自主测试内容由招生院校根据学校及专业特点
自行确定， 测试科目一般为面试或技能测试，
面试或技能测试科目为1门， 分值200分。

据介绍， 上海市2015年高校春季考试招
生22所试点院校以市属高校、 民办高校、 独
立学院等为主， 计划总招生人数为1640人。

陕西出台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不合格授权点或被撤销
本报讯（记者 冯丽 柯昌万） 陕西省学

位委员会、 省教育厅近日出台 《陕西省硕士学
位论文抽检实施办法》， “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权点， 将面临被
取消学位授予权的危险。

陕西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
抽检具体范围为全省上一学年度授予硕士学位
的论文， 按3%至5%的抽检比例确定抽检论文
的数量。 抽检论文涉及陕西省所有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和全部硕士授权学科， 每个学位点均有
一定比例论文被抽检。 抽检工作委托教育部学
位中心等机构进行。

陕西省规定， 对连续2年均有“存在问题
学位论文” 且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位授权
单位， 进行质量约谈。 在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
评估中， 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将作为重要指标，
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
的学位授权点， 依据相关程序， 责令限期整
改。 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 视为不能保证
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 学位授权应予以撤销。

筲光曝 台 /

江苏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年度报告

大学生收入连续5年增长
本报南京11月10日讯 （记者 缪志聪）

今天下午， 江苏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
发布《江苏省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 预
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年度报告》。 江苏省
2013届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
均月收入3324元， 同比连续5年增长。

从2010年起， 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
服务中心与第三方合作， 面向全省范围普通高
校上一年度本专科毕业生开展大样本调查和实
证研究， 对江苏省经济发展所制定的重点发展
产业的本专科毕业生人才需求现状进行分析，
明确将其“作为高校专业调整和设置的重要参
考”。

今年的调查覆盖江苏省148所高校2013届
本专科毕业生43万人， 涉及654个专业、 77个
行业和606个职业。 调查显示， 江苏省2013届
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较
2012届略有上升， 并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93.6%， 专科毕
业生就业率为92.5%。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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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管理方式 促进内涵发展
郑州市副市长 刘东

郑州市教育管理方式的转变，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以学
校三年发展规划过程评估为抓手， 促进办学理念的转变； 二是以中
小学课程建设为核心， 促进学生培养方式的转变； 三是以铺设教师
专业发展道路为保障， 促进教师成长方式的转变； 四是以学生学业
评价体系创新为突破口， 促进教育评价方式的转变。

为保证教育管理着力点及其目标内容的推进和落实， 郑州市加
快推进教育督导的实施范围、 工作重点、 涉及领域和队伍建设等多
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从督政为主转变为督政和督学并重； 从侧重评
估办学的硬件水平转变为学校发展性督导评估； 从对基础教育的单
一督导转变为对各级各类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的全面督导， 初步建
成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 与教育决策、 执行相协调的， 有郑
州特色的现代教育督导制度。

教育之担当， 需立足于学生成长规律谋篇布局。 郑州市将积极
探索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 全力推进教育内涵发展。

□追踪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