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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到14日，教育部机关
和直属事业单位30余位处级以上
党员干部在部直属机关党委的组
织下，赴江苏无锡华西村、淮安周
恩来纪念馆、 南京雨花台革命烈
士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展党性与国情
教育学习培训， 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 感悟先烈的崇高信仰和不懈
追求，努力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图为党员干部参观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缅怀死
难同胞。

杨素平 摄

（上接第一版）“这一有关文学本质
的界说，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
的审美化或美学化转向的潮头。”他
的学生、著名学者王一川说。

不以权威自居、一再鼓励开炮，
这是童庆炳做学术的胸怀。北师大教
授蒋原伦回忆，读书时，童先生把自
己写过的文章交给学生，每个学生必
须提意见。真提意见的，打高分，一味
说好的，打低分。最让蒋原伦敬佩的
一点是， 先生在学术方面一直在进
步。他认识先生时，先生50多岁，这
个年纪通常已经基本定型，但先生却
以十几岁的心理年龄在学习。

在采访多位童门的名弟子
时， 他们都跟记者提到童先生学
术上的宽厚，乐闻不同见解。陶东
风是童先生首届13名硕士中的
一位， 是在课堂上最喜欢向先生
挑战的人。“他从不当着我的面说
我的好话，但我们关系融洽。他就
是总要在我讲课时插话‘反对’我
的一位。”童庆炳生前曾说，后来，
他时常以这个例子鼓励学生。

多面童先生
在童先生的弟子陶东风看

来， 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情趣的

人。 有一年， 陶东风去越南， 带给
老师一只小乌龟。 童先生养了好几
年， 可是因为要去国外工作一年，
舍不得让别人养， 没办法， 专门跑
到顺义县城潮白河畔放龟。 他还专
门写了一篇散文 《潮白河放龟》，
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中。

“他对生死看得很开。” 陶东风
说， 最近一次见到童先生， 是20
多天前。 童先生说， 特别羡慕启
功， 有天早上家人叫他吃饭， 他安
然地躺在躺椅上， 已经走了。

在弟子王一川看来， 老师很可
亲， 同时也很严肃， “因为我也不

爱笑， 童先生对不同弟子有不同的
一面”。 可老师骨子里很温情， 有
一次， 王一川的学术观点在学界引
起了很大争议， 童先生拍着他的肩
膀， 说了句“会过去的”， 这一拍
让王一川至今难忘。

在同事兼弟子的李春青看来，
童先生虽然看起来文弱， 说话声音
不大， 但是特别刚毅， 特别能吃
苦， 特别正直。 从1988年留在老
师身边到接任老师的职位， 李春青
受过老师的提携， 也在工作的过程
中挨过老师的批评。 “当时都接受
不了， 后来才能想通， 他纯粹是从

工作角度考虑。”
妻子曾恬说， 我不否认老伴儿

是个棒男人， 可是最近几年， 越来
越不喜欢这个老伴儿了， 因为他越
来越固执， 尤其是在对待身体健康
上。 在曾恬看来， 童庆炳对荣誉没
有张扬的意识。 有同事告诉曾恬，
2004年是童庆炳的丰收年， 因为
他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党员、 全国优
秀教师称号， 还被任命为一所高校
的首席专家和教育部社科委员， 他
们幽默地称其为“二优一首一委”。

“我如果不问， 他也不说， 不是故
意矫情不说， 而是想不起说”。

“中国文化遗产日”
系列活动举行

本报讯 （实习生 李阳桥） 由
文化部主办、 中国戏曲学院承办的

“中国文化遗产日” 十周年非物质
文化遗产剧种展演及学术活动日前
在京举行。 此次活动涵盖了“非遗
剧种经典折子戏专场”、 全国非遗
剧种———越剧艺术研讨会等学术研
讨活动。

/每/日/传/真/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
综合能力竞赛举行

本报讯 （实习生 王琼 记
者 俞路石） 近日， 第四届全国
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在
合肥工业大学举行。 自2009年举
办以来， 该竞赛已成为具有广泛
影响力、 深受高校重视与大学生
喜爱的全国性大学生科技创新实
践竞赛活动。

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
时尚创意学院成立

本报讯（记者 程墨 特约通
讯员 杨保华）日前，由武汉纺织
大学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合作
设立的“武汉纺织大学伯明翰时尚
创意学院”正式获批成立。该学院
将由中英双方共同制定并负责教
学计划的具体实施，三分之一的总
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由伯明翰城市
大学教师和中英双方均认可的海外
教师授课采取全英文教学。

广西高校服务地方
促成合作项目近700项

本报讯 （记者 周仕敏） 记者近日从广西教育厅了解
到， 近年来， 广西高校科技服务地方新发展活动促成合作
项目近700项。

钦州市积极打造建设海上“新丝路” 门户港和枢纽城
市， 给高校开展科技服务提供了平台。 今年广西教育厅组
织广西大学等区内30多所高校到钦州市开展广西高校科
技服务钦州新发展活动， 各有关高校与钦州市政府、 行
业、 企业现场签订了25项科技合作框架协议。

据悉，高校科技服务地方新发展活动自2007年开展以
来，已先后在忻城、天等、恭城、宜州、百色等市县举办了9
届，共促成校企事业横向合作项目近700项，签署有实质性
的校企（行业）合作协议书和科技帮扶协议近200项，组织
专家义诊活动9次。 通过科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
高校的人才和科技优势。

湖南新建小区
须同步配套幼儿园

本报讯 （记者 李旭林） “新规的出台， 解决了小孩
就近入园的大问题， 给我们这些家长吃了定心丸。” 日前，
正准备购置新房的湖南市民刘忠华笑着告诉记者， 新建小
区要同步配套幼儿园，一下子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据了解， 湖南出台了 《湖南省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 （2015-2017年）》。 该计划要求， 各地要结合
人口密度以及人口变动趋势、 社区规模和学前教育机构服
务范围等因素合理规划学前教育布局， 制定和公布行政区
域幼儿园布局规划。 城镇新建住宅小区按每5000人—
10000人建设1所标准幼儿园， 农村以乡镇为区域建设1所
乡镇中心幼儿园。 新建园要达到省规范幼儿园标准， 并实
行质量终身负责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小区配套幼
儿园的使用性质和用途。

新疆新聘教师20%
将补充到村小和教学点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教育厅获悉， 今年新疆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2640名
教师， 其中招聘总数的20%左右将用于补充村级小学和教
学点的师资不足。

据悉， 新招聘的12640名教师中， 学前双语特岗教师
3568名、 小学双语特岗教师4380名、 初中双语特岗教师
821名、 普通高中教师3692名、 特殊教育学校教师179名。
普通高中教师招聘上岗后直接办理入编手续， 工资待遇纳
入地方财政统发范畴。

据了解， 从2006年到2014年， 新疆已累计招聘中小
学教师4.6万人， 农村双语幼儿园教师1.78万人， 较大程度
缓解了新疆中小学和幼儿园双语教师不足的矛盾， 招聘的
教师相当一部分已经成长为当地学校教学骨干。

■■/各/地/动/态/

大学生如何闯出创业“十八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学生创业观察
■本报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黄蓉 马宝妹

“现在就业压力大， 像我们这
种三本院校更缺乏竞争力。 因此，
从大一开始， 我就在思考今后的出
路。” 说这话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金城学院大四学生诸鲁军， 别看
他年龄不大， 但已经是学校对面商
业街上两家店铺的老板。

记者近日在南航金城学院调查
发现，在该校门前这条不足千米的商
业街上，由金城学生经营的店铺就有
近十家。尽管这些店铺的老板都是在
校大学生，但命运却大不相同。

“每学期之后， 这些店铺差不
多都要经历一次大洗牌。” 该校管
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首席教
师李国彦告诉记者， 大学生创业之
路， 就像“山路十八弯” 一样， 惊
喜与波折一路同行。

“有时候做了， 才知
道值不值”

经过一学期的考察和调研后，

诸鲁军跟父母说了想开比萨店的
想法， 父亲给了他8万元的创业
启动基金。

“当时信心满满，没想到短短
几个月， 一条街上新增了三四家
类似的店。而且他们的店面较小，
更有竞争优势。” 诸鲁军告诉记
者， 在经历了两三个月短暂的辉
煌之后， 小诸的比萨店转为惨淡
经营，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此
时，诸鲁军发现，自己对餐饮业并
没有想象中的热情，“有时候只有
做了， 才知道你干这一行适不适
合，值不值得做下去。”

恰逢此时， 比萨店隔壁的广
告公司店主面临毕业，转让店铺，
诸鲁军毫不犹豫地接手过来。

如今， 诸鲁军已经拿到不少
学校的招标， 参与一些晚会的布
置、 宣传海报的制作等业务 。

“不说能赚多少钱吧， 我觉得主
要是给自己增加经验。 创业的过
程无论是成功还是暂时的失败，
对我的人生而言都是一笔财富。
不过， 现在家里给的8万元， 我

已经还了， 从大二开始就没向家里
要过钱。” 谈到这儿， 小诸的脸上
有了自豪的笑容。

“一味的信任， 是我
初次创业的一大败笔”

不久前， 商业街上发生了一件
不大不小的事， 一个创业的学生把
自己店铺的招牌砸了。 自砸招牌的
叫王振， 是金城学院大三经济系学
生。 2014年暑假， 他和一个朋友
合伙开了一家专卖卤制品的“淘鸭
坊” 店。

“淘鸭坊的配方和制作技术都
是我研究出来的。 但我没有创业资
金， 就找了一个社会上的朋友合
伙， 两人各持有一半股份。” 王振
告诉记者。

合作初期， 淘鸭坊的经营状况
很乐观，几乎每天营业额都过千元。
但是，背后的合作关系却日益恶化。

“在日销售额达到1700元的时候，
我只拿到了200元。 我觉得很不合
理，理论之后他却要求我退股。他完
全是想单干，获得更多利益。”

王振告诉记者， 由于当初一味
的信任， 他们并没有签订原本拟好
的合作协议。 此外， 他还把配方和
制作技术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合伙
人。 “这是我初次创业的一大败
笔。” 王振思考再三决定放弃， 但
年少气盛的他心里咽不下那口气，
砸碎了原本自己一手设计的“淘鸭
坊” 招牌。

“创业不能只靠跟风，
需要的不是三分钟热度”

“这两位大学生的创业故事，
很具有典型性。” 李国彦说。 由她
带领的课题组，曾于2012年至2014
年对南京、 泰州和常州等地高校的
600余名在校生、 高校教师和创业
成功的大学生，进行过调查。结果显
示，逾七成学生支持创业行为，但高
达3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仍处于创
业的迷茫区。 而毕业后将创业视为
首选的大学生比例较低， 毕业3年
后仍坚持创业的则少之又少。

那么， 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大学
生创业？ 走出“山路十八弯”， 政

府、 高校和学生有哪些可为之处？
李国彦认为， 大学生创业最急

需解决3个问题： 资金、 项目和能
力。 “目前， 大学生创业的主要资
金来源还是家庭。 大学生创业， 政
府虽有资金扶持， 但对项目要求较
高； 税务、 金融贷款、 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有优惠政策， 但仍存在落
实不到位的情况 。 ” 李国彦说，

“期盼政府和高校能放宽各项优惠
扶持政策的门槛。”

李国彦介绍说， 在创业项目
上， 目前大学生创业集中在缺乏新
技术的低端领域， 这说明， 大学生
还不能充分利用高校科研和技术资
源进行创业。 “高校需要建立科技
转移的长效机制， 帮有创业想法的
大学生与新项目进行匹配， 并且和
国家的创业扶持政策相配合”。

李国彦提醒大学生， 创业不能
只靠跟风， 需要的不是三分钟热
度， 而是长期的热情， 以及承担风
险的能力。 “其实， 并非所有大学
生都适合创业， 能创业成功的也只
是少数”。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东南大学校长 易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 必将进一步促进高校树立正
确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 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提供人才
智力支撑。 东南大学将积极贯彻落
实意见精神， 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 积极营造“卓越化、 国际
化、 研究型” 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优良生态。

一、 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与
培养机制改革

将创新创业教育有效融入人才
培养体系， 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的必要途径。 近年来， 东
南大学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作为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融入

了新的专业教学质量标准， 并积
极探索国际联合、 校企联合、 交
叉复合、 本硕贯通等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模式。

未来学校将进一步优化“强
化基础、 因材施教” 的多样化人
才培养模式， 努力创建由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特区、 卓越创新人才
（工、 医、 法、 经） 培养和专业
综合改革试验区、 主辅修/二学
位等形式构成的“体系开放、 机
制灵活、 渠道互通、 选择多样”
的人才培养体系。

二、 加快实施课程体系与课
堂教学改革

课程体系与课堂教学改革是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着力

点。 东南大学近年来加大力度开展
了课程体系与课堂教学改革， 通过
建立范围宽广的通识教育基础核心
课程、 大力整合大类学科基础课
程、 凝练设置专业主干和灵活设置
各类选修课程， 形成了较为科学合
理的课程体系。

目前， 学校正在完善由核心课
程与相关课程结合、 专业课程与跨
专业课程结合、 必修课与选修课结
合的本科课程体系， 进一步促进专
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融
合； 进一步扩大小班化教学覆盖
面， 鼓励全体教师树立创新创业教
育理念， 推动科研成果进课堂； 建
设基于国际先进标准的评价体系，
开展核心课程评估和学习成效评

价， 完善对学生进行全面、 综合评
价的办法， 强化对学生创新创业的
引导。

三、 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门实践性非
常强的学科。 近年来， 东南大学充
分利用学校的优势学科和科研平
台， 重视构建自主研学实践体系并
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
已建立3个层次的实践课程与3个
层次的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相结合
的开放式创新性实践教学体系， 同

时构建了学科优势明显的实践教学
平台和“校内外、 国内外、 产学
研” 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基地。

今后， 学校将进一步促进实
验教学平台的共享， 将科技创新
资源更好地向全体学生开放， 建
设实验课程、 实践环节、 科研训
练、 科技竞赛和课外科技实践活
动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平台； 进一
步完善“学思结合， 知行统一”、
融创业理论教育、 创业实训环节、
创业实战环节为一体的创业教育
体系。

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谈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厦门举办失业人员“微信营销班”

“村姑”“村伯”学开微店
本报讯 （记者 熊杰 通讯

员 江绍煊） “我们也用微信卖
东西了。” 近日， 厦门首个“失
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微信营销班”
的学员， 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学
习成果。 经过6天的学习， 后溪
镇58个“村姑” “村伯” 从“电
脑盲” “手机白痴” 化身为微店
店主或微信营销达人。

据悉， “失业人员再就业培
训微信营销班” 由厦门集美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集美区后
溪镇政府主办， 厦门软件职业技
术学院承办。 微信营销班以草根
创业为基调对接学员， 以微信个
人号、 公众号、 微店的运营为内
容开展培训。 在培训学员如何使
用微信功能、 营销技巧的同时，
还为学员传递了充分挖掘自身资
源开展营销的理念。

培训时间虽短， 但“村姑”
“村伯” 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

一些人原本连电脑都不会操作，
通过培训， 他们拿起了手机， 摇
身一变成为微信“营销达人”，
不仅建起微信公众号， 还利用当
地的特色资源在互联网上开起了
微店。

谢丝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
妇， 她的娘家在厦门的大嶝岛，
那里盛产紫菜等海鲜干货。 通过
培训， 她开起了自己的微店， 售
出了2000多斤紫菜。 对于没有

货源渠道的学员， 厦门软件职业技
术学院还引入校企合作单位的特色
产品解决学员的货源问题。

据了解， 厦门集美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后溪镇政府借助集
美文教区优势和高校教学资源优势，
以政府部门与高校合作的模式， 先
后为地区内外来务工人员、 大中专
毕业生、 本地失业人员和企事业人
员开展了不同类别的培训， 有力促
进了当地就业。

■■

超一本线30分高考考生
可直接参加空军招飞定选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记者 张汨汨 方传红）
记者今天从空军招飞局获悉， 2015年度空军招飞高考后
的定选工作将于6月中旬展开， 高考成绩超过一本线30分
以上的学生可直接参加定选。

记者了解到， 凡高考前未参加空军招飞， 符合自荐条
件且高考成绩达到一本线的应届、 往届毕业生， 均可向相
关选拔中心或登录空军招飞网报名， 经选拔中心初选合格
后参加定选。 为提高检测效率， 空军还明确， 今年将首次
安排高考成绩超过一本线30分以上的学生， 凭本人身份
证、 高考准考证， 可通过网上报名， 不需要参加初选、 复
选， 直接参加定选。

空军招飞高考后的定选将在北京和武汉设站， 分别于
6月17日至7月1日和6月23日至30日， 就近就便组织学生
参检， 学生可视情自由选择站点， 直接参加定选学生报名
截止时间为6月27日18时， 联系电话： 010-66921803、
66921813、 88450114。

北京全方位帮扶大学生
高质量就业创业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记者 魏梦佳） “北京高
校高质量就业创业计划” 今天在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正
式启动。 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 北京计划在3至5年内，
实施多项激励帮扶措施， 帮助北京高校大学生实现高质量
就业创业。

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介绍，为帮助大学生就业创业，
北京将着力构建“一街三园”的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孵化
体系，包括建设“中关村大学生创业一条街”以及3个市级
“大学生创业园”，不仅为大学生创业免费提供场地支持，还
为其创业提供咨询、辅导、培训、融资等全方位服务。

在资金支持上， 北京还将增加与中央高校共建经费中
就业创业的额度， 以及市属高校用于就业创业的经费。 同
时， 还将通过建设专业化师资队伍、 编写就业创业指导教
材、 建设高校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创业教育在线学习平台等
三项工程， 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指导水平。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4G全网建设技术”开赛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曜明） 日前， 2015年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4G全网建设技术” 赛项在南京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赛。 来自全国26个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的66支代表队参赛。 竞赛分为理论考试、 4G网络配
置与优化及4G网络故障排除三部分， 以团队方式进行，
每支参赛队伍由两名选手组成。

“4G全网建设技术” 赛项是顺应我国通信行业发展趋
势， 并结合高职通信类专业实训特点而设计的， 充分考察
选手对4G—LTE无线接入网、 核心网和承载网进行全网
规划、 设备部署与调试的能力， 以及对业务对接调试和故
障处理等的相关技能， 同时考察团队协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