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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共建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本报讯 （记者 曹曦） 近日，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共建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协议签字仪式在哈尔滨举行。 这
是目前黑龙江省唯一一所“省部共建” 高职院校， 也是全国第一所
“省部共建” 民族高职院校。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建黑龙江民族职
业学院， 旨在促进学院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进一步提升办学
能力和办学水平， 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服务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通过共建， 使学校的教育教学质
量、 专业结构和管理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为国家和黑龙江省培育
更多各民族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

2015年春季教育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 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与中国教育报刊社联合主

办的2015年春季教育论坛在京举行。 在该院研修的高校领导干部、
全国地市教育局长、 督学等500余位学员参加了论坛。

本届论坛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全面推进依
法治教” 为主题， 聚焦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重点、 热点、 难点等问
题。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党委书记、 常务副院长黄百炼， 中国教育报
刊社总编辑、 副社长翟博致论坛开幕词。 与会代表分别围绕教育立
法、 教育执法的重点与难点， 构建科学统一的依法治校制度体系等
主题做了主旨演讲。 （胡锐军）

邹振东：说话幽默改变课堂传播方式

本报讯 （记者 熊杰） 新闻学院新
来的教授是电视台长， 这是厦门大学新
闻学院学生最近在议论的新鲜事。

这位新来的教授叫邹振东， 不久
前， 他刚离开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副总编
辑、 厦门卫视台台长的岗位， 成为专职
教授。 而他的第一堂课， 不是专门针对
新闻及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 而是通识
课， 面向全体学生开放。

这位顶着光环而来的“新教授”，一
来就很“火爆”。 他开设“影像的世界”这
门课，原本只有180个名额，但是很快就
被抢光了，他只好跟学校申请增加名额。

一开场， 邹振东说： “为什么音乐
家一上台大家都会鼓掌， 而老师上台却
没人鼓掌？ ”同学们愣了一下后，马上鼓
掌。邹振东接着说，“大家鼓掌不够专业，
我来教教大家，按照我的节拍来”。 学生

随着他的手势鼓起掌来，他说，电视台的
演播大厅，就是这样让人鼓掌的。轻松暖
场之后，在他随后深入浅出的讲解中，学
生不时被他幽默的言语逗笑。

在课堂上， 他还讲解CI设计， 即
“企业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设计，为了让
学生有更直观的认识， 每名学生一踏入
教室就会领到一个LOGO（标识），而这
个LOGO就是他的课“影像的世界”的标
识，他自己的袖子上也挂上这个LOGO。
邹振东说，CI是指有关企业形象识别的
设计，包括企业名称、标志、标准字体、色
彩、象征图案、 标语、 吉祥物等。

在课间， 邹振东还掏出手机， 用微
信给学生发红包， 他说这样作用很大，
一是让学生体验新媒体传播。 二是让学
生感受什么样的形式更能吸引观众， 因
为观众在电视节目中永远是核心。 三是
让学生记住他的课。

在谈到为什么要用这些新的形式来
进行教学时， 邹振东笑着回答： “现在
传播形式都革命了， 微信都不新鲜了，
课堂传播方式也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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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国际教育产品展览会
由中国贸促会、 北京中恒信业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北

京金麦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智能教育装备展” 与
“玩具及幼儿教育展”， 将于2015年7月17-19日在北京·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隆重上演。

本届展会展出面积30000多平方米， 设立1500多个展
位， 展览范围涵盖了智慧校园、 智能装备、 教育装备、 校
园安全、 校车等教育装备与玩教具、 儿童乐园、 幼儿园设
施、 儿童健身、 科普知识、 早教机构等幼教链条， 真正实
现了全方位组合、 多方位发展的展会目的。

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61号远洋

商务2202
电 话： 010-65569838
传 真： 010-65569837
网 址： http://www.iepechina.com

■新华社记者 李钧德 宋晓东

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 不
收学杂费， 免费教科书， 我国义务教
育迎来了免费时代。 然而， 记者近日
在河南平舆县调查时发现， 农村公办
中小学并未因免费而吸引更多的生
源， 学生不断减少， 大量校舍被闲
置。 相反， 一种封闭管理且要收取一
定费用的寄宿制学校生源十分火爆，
呈现免费学校竞争不过收费寄宿学校
的势头。

农村中小学学生减少，
寄宿制学校招生火爆

在平舆县万金店镇茨园小学， 校
长李新民告诉记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 茨园村村民就集资兴建有12个
教室、 能容纳近600名学生的标准教
学楼， 后来国家又投资新建了实验楼
和增加一些文体设备。 条件是越来越
好， 但学生却越来越少。

李新民介绍， 2010年前， 茨园
学校有在校生近400人， 而现在只剩
下6个班、 250多名学生， 最少的班
只有27名学生。 教学楼一半都在空
着。

离县城10多公里的新周小学情
况更糟。 据校长张伟介绍， 该校最多
时有260多名学生， 现在只剩下60多
名学生。 另外， 因为地处偏远乡村，
自2007年以来， 该校就没有来过新
教师。 仅有的4名公办教师中， 有两
名已接近退休。

与农村中小学的冷清相比， 位于
城镇的寄宿制学校则招生异常火爆。
在平舆县城东北， 记者参观了蓝天民
办寄宿制学校。 该校董事长冯志合介
绍， 蓝天学校1999年从40名学生起
步， 目前包括幼儿园和中小学在内，
共有4300多名学生。 “学校的特点
是全寄宿制。 招生对象主要是外出务
工经商人员子女， 连吃带住带接送和
校服， 每学期收费2200元。”

据平舆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 像蓝天这样的寄宿制学校， 近几
年在平舆发展很快。 全县有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11.6万人， 其中寄宿生达
5.6万人， 占总人数的近一半。

收费的寄宿制学校为
何受欢迎

在公办中小学就读， 不仅不用交
学杂费， 连教科书都是免费发放， 可

是， 学生们为啥还愿意上收费的寄宿制
学校呢？

万金店镇中心学校校长付品杰认
为， 虽然这几年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增
大， 但是， 由于农村相对偏远落后， 学
校规模普遍偏小， 很难留住好教师。 现
在的家长都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一看
你这里教学质量不行， 即使是多交钱，
他们也要让孩子上城市里的好学校。

除了城里学校教学质量高、 管理严
格以外， 农村留守儿童增多也是另一个
重要原因。 平舆县常务副县长王启现告
诉记者， 平舆县常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
近30万人。 在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
留在农村上学又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
下， 多花一些钱， 让子女在城镇上教育
质量和管理水平都更好的寄宿制学校，
便成为外出务工人员的一种现实选择和
特定需求。

庙湾镇冯庄村村民冯兰英说， 年轻
人都在外地打工， 家里老人年纪大， 孩
子没人管或管不了， 就花点钱送到寄宿
制学校： 一则这种学校实行全封闭式管
理， 管吃管住， 还有人专门辅导学习，
孩子安全有保障； 二则城里的学校教学
质量高， 孩子在这里能多学知识， 还能
长点见识。

教育资源配置必须符合农
村城镇化需求

据平舆县长张怀德介绍，为了缓解农
村教育资源配置与农民实际需求之间的
矛盾，近几年，平舆县加大对民办学校扶
持力度。目前，仅在平舆县城区，就有蓝天
学校、 平舆五中等41所县城区民办或民
办公助的寄宿制学校，共接收寄宿制学生
5.6万人，其中80%以上都是留守儿童。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
苏认为， 寄宿制学校的红火， 说明我们
目前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不能适应农村
发展的实际需要。 像平舆县这样对农村
教育资源进行适当整合， 引导中小学校
向城镇聚集， 大力发展寄宿制学校， 不
仅可以降低办学成本， 提高教学质量，
而且有利于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
实现城镇化的良性发展。

但也有专家表示，大力发展寄宿制学
校，虽然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解决
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和教育问题，但这只
能是一种权宜之计。 从长远看，城乡教育
实行一体化统筹规划，让城乡居民子女享
有同等受教育权，不仅可以避免教育资源
浪费，也可以为未来的城镇化发展预留空
间。 新华社郑州3月19日电

免费校为何干不过收费校
———河南省平舆县寄宿制学校调查

国家语委举办第三期
骨干测试员专题班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近日， 题为港澳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工
作的第三期骨干学员专题班在京成功举办。 河北、江苏、安徽、湖北、
湖南以及北京等六省市的省级测试机构领导以及选派的38名骨干
测试员参加了研修。

专题班上，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 教育部语
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兼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
主任张世平， 分别为学员做了专题讲座。 截至2014年底， 与国家
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签订合作协议的港澳普通话培
训测试机构已有16家， 港澳地区共有约10万人次参加了国家普通
话水平测试。

“无手机课堂”：学生不当“低头族”
■本报记者 施剑松

通讯员 张庆 林湫雨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主楼的教室，
进来自习或上课的同学走过教室门都
会拿出手机放入门后的一个浅蓝色的
收纳袋里， 然后再到座位上学习。 这
是北外歆知读书会发起“共建优良学
风， 让手机休息” 的倡议后， 学校出
现的新气象。

曾有网友调侃“世界上最遥远的
距离， 莫过于我在你对面， 而你却在
玩手机”。 然而， 这一现象如今在大
学课堂上也并不罕见。 一些学生上课
时依然对手机恋恋不舍， 低头刷微
博、 微信， 甚至玩手机游戏， 严重影

响了课堂的学习质量。
记者随机对海淀区几所高校的上

课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
存在上课低头看手机现象的课堂有
21个，占到抽查总数的16.9%。 其中专
业课堂情况较好， 而公共必修课及通
选课堂则较为严峻。统计发现，平均有
20.3%的学生曾经在公共必修课及通
选课上低头玩手机或做其他事情。

针对课堂存在“低头族” 的现
实， 去年12月初， 北外歆才团校和
歆知读书会面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共
建优良学风， 让手机休息” 的倡议。
号召同学们养成合理使用手机的良好
习惯， 以理智的态度对待手机； 同学
们相互监督， 上课不玩手机， 争创无

手机文明课堂； 团学干部以身作则，
自觉接受老师和同学监督， 上课带头
拒绝手机，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这项倡议首先在大一专业课堂试
行， 学校为大一的各班配备手机收纳
袋， 引导大家在课前自觉将手机关闭
或静音放入袋中， 下课后自行取走。
同时， 学校团委定期抽查各班方案落
实情况， 了解取得的初步成效。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赵旻
表示， 对手机的过度依赖会削弱学生
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手机课堂” 倡议
的推行，有利于帮助一些有“手机依赖
症” 的同学克服上课注意力分散的状
况，养成上课认真听讲的良好习惯。

“在‘手机袋’ 倡议刚开始实行

时， 课前大家都是依依不舍地将手机放
入手机袋中， 没有手机很不习惯。” 北外
14级俄语学院的一名学生表示， “但是
过了一段时间后， 大家也能很自觉地将
手机放入‘手机袋’ 里， 很明显上课时
的学习气氛比之前更好了。”

北京外国语大学团委书记陈洪兵说，
学校团委希望以建设“无手机课堂” 为
突破， 开展“共建良好学风” 系列主题
班会、 团日活动， 鼓励学生自我教育、
自主管理， 合理规划作息时间， 养成良
好学习习惯， 不仅在课堂上拒绝“低头
族”， 课下也积极响应团中央“走下网
络、 走出宿舍、 走向操场” 的号召， 加
强体育锻炼、 培养合作精神、 丰富校园
文化生活。

南振中：9万字回信为学生释疑解惑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通讯员 宇
麒 郑超 张宇） “亲， 下课后请来学
院办公室领取南爷爷的回信。” 近日，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丁长青同学
收到了这样一条由学生干部发来的微
信。

微信中的南爷爷就是新华社原总编
辑、 现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
振中先生。 原来， 今年元旦过后不久，
南振中面向全院学生发起了一次有关读

书的问卷调查。 这个寒假， 针对问卷中
反映的问题， 南振中院长写了近9万字
的回信。

“为了给同学们解答疑惑， 我整个
寒假， 包括春节7天假期都‘泡’ 在家
里， 一般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了。”
南振中在本周召开的读书座谈会上说，
夜晚很安静， 正是写作的好时候， 适合
给大家写回信。 同学们的问题五花八
门： 如何确定一本书是否有阅读价值、
如何解决电子阅读引发的高遗忘现象、
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忠于自己的内心……
在回信中， 南振中结合自己的人生阅
历、 阅读经历， 以讲故事、 举例子等方

式一一作答。 回信的主题以读书为主，
如： 《不要盲目追求“阅读GDP”》、
《数字化时代的笔记系统》、 《不可尽信
荐书单》。 此外， 还有以为人处世为主
题的回信， 如： 《大学有没有“起跑
线”？》、 《应聘者应该具备的品格和能
力》、 《实现人生价值的三种境界》。

该院党委副书记孙保营说， 南院长
非常谦逊， 每完成一个年级的书信， 都
要将信件发给他和另外几位老师， 谦虚
地商讨这些回信是否符合教育规律、 是
否符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现
状。

在调查问卷中， 贾雪同学提出了这

么一个问题： 我将书分为4类， 感兴趣且有
用的、 感兴趣但无用的、 不感兴趣但有用
的、 讨厌且无用的， 请问我该如何对待第
四类书籍。 对此， 他给的建议是： 不必强
迫自己去读， 至少在厌恶情绪消退之前不
要“硬读”。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南院长
居然给了这么一个回答， 能被南院长理解，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贾雪说。

据悉， 在南振中院长的推动下， 郑州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去年4月发布了 《郑
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推荐阅读书目》， 向
学生推荐了200本优秀图书， 并将书目中
所列书籍的电子版刻成光盘， 发放给每个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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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增30所星级数字校园实验校
本报北京3月19日讯 （记者 施剑松） 昨天， 在北京市中小学

数字校园应用成果阶段总结会上， 北京市教委宣布， 数字校园实验
在北京经过5年的项目推进， 共有100所中小学参与实验， 其中北
京理工大学附中、 北京94中学、 北京12中等30所学校凭借富有新
意的创新成果被评为星级数字校园。

数字校园是北京推进教育信息化的重点项目。 5年来， 先后有
100所中小学参加实验。 从校园数字环境构建、 数字课堂建设等硬
件建设， 到利用信息技术重新构建教学流程、 教育教学评价机制等
软件建设， 不少学校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邹振东在讲解自己佩戴的LOGO是如何设计的。 熊杰 摄

国家5年为新疆培养500名艺术人才
本报乌鲁木齐3月19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今天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教育厅等部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
据教育部安排，2015年中央音乐学院等内地17所高校在新疆计划招
考73名定向文化艺术人才培养生。 自2010年启动新疆文化艺术人才
定向培养规划，已为新疆培养501名各族高层次文化艺术人才。

新疆教育厅副厅长张国辉说， 这些定向就业教育生在校学习期
间的学费和住宿费由国家财政承担。 2015年新疆文化艺术人才定向
培养和培训计划中，明确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内地高校将
在新疆招考73名定向培养生， 学制4－5年， 涉及专业包括音乐、舞
蹈、绘画、文物保护、考古等。

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揭牌
本报北京3月19日讯 （记者 万玉凤） 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揭

牌仪式今天在清华大学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仪式。
在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的倡导和推动下， 2009年,清华大学

成立数学科学中心， 并聘请丘成桐先生出任主任。 截至目前， 清华
数学科学中心已全职引进国际知名数学大师、 一流数学家及极具潜
质的青年学术骨干32人， 长期聘请海外领军人才兼职教授7人、 访
问教授130余人， 树立了稳固的国际学术地位和良好声誉。

为进一步加强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 提升我国数学学科整体水
平， 教育部日前正式批准依托清华大学成立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
力争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数学中心。

媒体人转身 从执笔到执教

邹振东简介： 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原
副总编辑、 厦门卫视台原台长， 现任厦
门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南振中简介：新华社原总编辑，现任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