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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5月 24日，
获得优异成绩的中
国学生选手在闭幕
式上展示风采。

荨 5月 22日，
中国八一中学代表
队学生在回答评委
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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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位村支书扳倒“倒数第一”
———湖南省双峰县甘棠镇村级组织重教的故事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王振亚

倒数第一！
5年前， 湖南省双峰县甘棠镇

的教育， 如同这里石漠化的土地
一样， 贫瘠而又荒凉。 5年后， 这
里却形成了远近有名的“甘棠模
式”： 高标准的办学条件、 高水平
的教学质量、 高品位的素质教育、
高起点的幸福校园， 吸引了长沙、
岳阳、 邵东等10多个县市前来观
摩学习。

改变， 缘于这里的83位村党
支部书记。

甘棠镇位于双峰县最西部，
是衡邵干旱走廊的核心地带， 石
漠化严重。 2010年， 41岁的贺红
琼调任甘棠镇中心学校校长， 展
现在他眼前的， 满是危房。

全镇26所学校中， 8所学校无
围墙、 校门， 22所学校存在C、 D

级危房； 70%的课桌凳添置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90%的学
校无绿化、 无食堂餐厅、 无运
动场。 教育教学质量在全县16
个乡镇中连续多年落后， 甚至
倒数第一。

“面对这样的现状， 群众意
见纷纷。” 贺红琼忧心忡忡， 仅
靠政府投入， 对双峰这样经济
欠发达的县来说， 教育状况难
以改变， “必须打一场人民战
争！”

在贺红琼的建议下， 2011
年， 甘棠镇在全镇26所学校成
立“学校建设管理委员会”，
83个村的村支书担任建管会主
任或成员。 建管会的主要职责
是为学校建设筹措资金， 协助
学校解决矛盾纠纷； 监督学校
办学行为， 为学校发展出谋划
策； 加强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整
治， 为学校营造安全稳定的育

人环境。
就像一支兴奋剂， 建管会激

发了村支书和群众的重教热情，
好消息不断传来———

“东风小学、 赛田小学的建管
会筹集资金81万元已到账， 只等
规划到位， 新校基建可以马上启
动”；

“芭蕉小学筹集10万元为学校
硬化了进校马路， 已经通车了”；

“新禧小学建管会为学校整改
电路并安装太阳能路灯4盏， 晚上
教师进出更方便了” ……

5年里， 甘棠教育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过去破破烂烂的学
校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所所
漂亮的新学校。

目前， 甘棠镇24所学校为省
级合格学校， 21所建成园林式学
校， 22所建有水冲式厕所； 100%
的学校建好图书室 、 阅览室 ，
100%的学校通进校公路， 100%

的学校有升旗设施、 校园广播系
统等。

双峰县教育局局长刘业湘不
禁感叹： “建管会在学校建设中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教
书记’、 ‘化缘书记’、 ‘讨钱书
记’， 在这里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
一群。”

山斗村离县城40余公里， 这
里原有一所办了20多年的村小，
2007年因生源不足停止招生， 孩
子们只得每天步行三四公里去镇
中心小学上学。

这深深触动了今年60岁的村
支书、校建管会主任王太平。他思
前想后，下决心重建小学。然而，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4万元的搬迁
和征地费用对毫无集体经济的村
里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原校舍已租
给村民办煤球厂还没到期……

没有钱， 王太平自己带头捐
出全年工资， 村民也踊跃捐款，

短短3天就捐款4万余元。 煤球厂没
有新的场地， 王太平给村民做工作，
村民爽快地让出了自己的水田。

然而最难的是， 扩建要推平学
校旁边的祖坟山。 这引起了王家老
人们的激烈反对： “太伢子， 莫造
孽啊， 祖宗的风水动不得！”

“你们是管祖宗呢， 还是管细伢
子呢？” 王太平提着砂糖， 一家一家
上门耐心给老人们做工作， 终于说
服了他们。 2012年， 一所占地9.6亩
的崭新学校出现在人们眼前， 目前
学生达到100余人。

再把镜头聚焦到双峰县海拔最
高、最偏远的丰稼小学。这是一所位
于石头山山顶的学校，却有村里最漂
亮的房子：现代化的教学楼、漂亮的
教师宿舍、宽阔整洁的操场……

而以前， 丰稼小学交通不便，
条件简陋， 住房和饮水困难， 许多
教师来了没多久就走了。

（下转第三版）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更名为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公告
经江苏省政府部门批准、 国家教育部门同意备案，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更名为 “南京科技

职业学院”。
借此良机， 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 支持学校改革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 各兄弟院校、 海内外校

友和社会各界人士， 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学校作为国家示范性 （骨干） 高职院校， 将秉承 “办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高职教育， 根植化工、

立德树人、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的办学宗旨， 紧扣发展主题， 坚持 “特色发展、 人才强校、 开放办
学、 制度创新” 四大发展战略， 一如既往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更加注重彰显现
代高等职业教育特色， 全面提升综合办学实力， 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2015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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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5月25日讯 （记者
孙军 刘博智 宋伟涛） 蔚蓝的大
海张开宽广的怀抱，5月的鲜花绽放
热情的笑容。 为期3天的2015年国
际教育信息化大会， 今天在青岛闭
幕，会议通过了《青岛宣言》。中国教
育部副部长杜占元，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助理总干事唐虔， 山东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孙伟，青岛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新起出席闭幕式并致辞。

杜占元代表中国政府致辞。他
说，大会期间，大家围绕“信息技术
与未来教育变革”主题，通过教育和
信息技术领导者论坛、 部长级圆桌
会议及一系列全会和分会，对“有效
运用信息技术确保学习质量”“有关
包容性和适切性的终身学习”“普及
有质量的学习内容”及“监测评估与
筹资”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
流和探讨，达成广泛共识，通过了标
志性的成果文件《青岛宣言》，圆满
完成了会议的预期目标。 这次会议
是教育信息化领域具有重要里程碑
意义的会议， 相信本次会议的成果
必将对教育信息化产生重要的导向
与推动作用，对2015年后全球教育
议程的实施和2030年发展目标的
实现产生积极和重要的影响。

杜占元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与会各国、 各国际组
织、 各位部长和全体与会代表表示
最衷心的感谢。 同时， 他也对为大
会作出重要贡献的山东省政府、 青
岛市政府、 青岛市教育局及提供优
质服务的所有工作人员、 翻译人
员、 志愿者及参与新闻报道的媒体
朋友表示谢意。

杜占元说，习近平主席在致大会的贺信中强调，当今世
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
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推动
教育变革和创新， 构建网络化、 数字化、 个性化、 终身化
的教育体系， 建设“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的
学习型社会， 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
重大课题。 博科娃总干事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 新技术是
实现全球质量、 公平和包容等各项教育目标的有效途径。
中国政府将加大对教育信息化的投入， 通过教育信息化逐
步缩小区域、 城乡数字差距，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力争到
2020年基本建成人人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学习环
境，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信息化支撑服务体系， 基本实
现所有地区和所有各级各类学校宽带网络和数字教育资源
的全面覆盖， 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 通过
知识改变命运。 （下转第三版）

在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论坛上，专家指出——

“教育体制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本报记者 董少校 储召生 柯进

5月25日发自上海

“30年来， 《决定》 极大地激
发了教育的活力， 取得的成就有目
共睹。 然而， 教育体制改革没有完
成时， 只有进行时。” 一份30年前
中共中央颁布的文件， 如今依然激
荡着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心。

纪念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 颁布30周年大型论
坛5月2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专家学者围绕“全面深化教育改
革， 办更好的教育” 主题， 回顾
30年教育发展历程， 为当今的教

育改革建言献言。

“教育改革首先是人才培
养体制的改革， 这是教育界
不能动摇的思想”

在与会专家看来，《决定》开
启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
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关心教育、支
持教育、 办好教育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推进中国实现了从人口大
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指
出， 《决定》 作为行动纲领， 引
领和影响着30年来我国教育事
业的各项决策和部署。 从1986

年颁布 《义务教育法》 到1993年
印发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从1999年发布 《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 到
2010年印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进程中
的一座座里程碑， 都能看到当初
《决定》 的身影”。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
说，《决定》鲜明地提出要重视人才，

“教育改革首先是人才培养体制的
改革，这样一个红线是贯穿始终的，
是教育界不能动摇的思想”。

在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袁振

国看来，《决定》 从三个方面根本改
变了中国教育的面貌：“一是基础教
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调动起省、
县发展教育的积极性； 二是提出职
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大体相当， 这为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
人才；三是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招
生、分配等由大学自主决定，带来了
高校办学模式的彻底改变。”

“改革之路不可能一马平
川， 坚持价值守望很重要”

与会专家提出， 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 也要认识到当前教育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

不够高、 国际竞争力不够强、 优质
教育资源短缺等难点问题。

“当前， 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
仍然不够均衡， 区域、 城乡、 学校
间的差距仍然较大。 在中西部农村
仍有不少学校基本的校舍安全难以
保障， 教学仪器设备严重短缺； 虽
然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比例4%的目标， 但是非财政
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下降； 学校作
为办学主体的地位还没有落实到
位， 在一些地区和学校违背教育规
律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状况都需
要不断探索完善。” 钟秉林表示。

（下转第三版）

隰 详见第五版

在线教育，还没长大就被“玩坏”了？
2015年， 在“互联网＋” 概念的催化下， 在线教育的发展呈现出狂飙之势。 越来越多的人在试水“互联网+教育”，

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在线教育行业， 一项数据显示， 2015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超过1600亿元。 与此同时， 在线
教育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一边是如火如荼的狂飙之势， 一边是各种质疑的声音。 在国家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 在线教育发展态势到
底怎么样？ 其发展方向和前景如何？

“中国教育信息化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本报专访马达加斯加、古巴、伊朗三国教育官员

隰 详见第三版

国际赛场展风采
当地时间5月24日， 2015年青少年创新思维竞赛全球总决赛在美国

田纳西州立大学结束。 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支大中小学生代
表队参加。 84支中小学生代表队、 800余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参赛， 共获
得5个特别奖， 8个前三名和14个前十名奖项。 2006年以来， 中国各省市
都选拔参赛团队参加该项赛事。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刘延东会见
孟加拉国总统和总理

新华社达卡5月25日电 24日和25日， 孟加拉国总统
哈米德、 总理哈西娜分别在达卡会见到访的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

刘延东转达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对哈米德总统、
哈西娜总理的问候。她说，我此访主要是同孟方庆祝两国建
交40周年，弘扬中孟传统友谊，并推动双方继续积极落实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人文交
流。中方赞赏孟方支持“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
议，希深化双方在经贸、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在各自
实现梦想道路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并促进
地区和平发展。

刘延东表示，人文交流对于深化中孟传统友谊、夯实两
国务实合作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希双方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媒体、旅
游、地方等各领域合作向纵深拓展，让中孟友好薪火相传。

哈米德和哈西娜对中国领导人致以良好祝愿并表示，
孟中友好渊源流长， 两国关系在过去40年里不断发展。孟
方钦佩中国改革发展成就， 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孟的支持
和帮助，期待双方保持高层往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文等
各领域深化合作，携手实现各自发展目标。

刘延东同哈西娜共同出席两国教育、 广电部门及高校
间有关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会见了孟加拉国议长乔杜里，并
在达卡大学发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