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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筲/

制作场馆模型
追忆抗战岁月

7月9日， 学生将自己制作的左权
将军纪念馆模型摆上展台， 参加北京
建筑大学举办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
施、 遗址社会实践调研成果展”。 近
期， 该校有近百人次师生赴17个省市
开展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调查， 结合
专业教学制作了10余个抗战纪念设施
与遗址的模型， 学生们利用专业知识
对这些纪念场馆和遗址的安全、 流
线、 景观、 节能环保等问题提出完善
的建议， 其内容以展板和模型的方式
在校内展出， 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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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焦新）7
月8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
长袁贵仁主持召开党组会，
传达学习中央党的群团工作
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
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充分认识做好教育
系统群团工作的重大意义，
切实加强党对群团工作的领
导， 强化责任意识和主动精
神， 努力提高教育系统群团
工作科学化水平， 使之成为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会议指出， 由党中央召
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在党
的历史上是首次， 这充分体
现了中央对群团工作的高度
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 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
基础、群众基础的战略高度，
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
全局高度， 深刻阐明了党的
群团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 具有很强的战
略性、思想性、针对性，是指
导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的
纲领性文献。做好群团工作，
教育系统是重要领域， 学校
是重要阵地， 教育系统广大
知识分子、 青少年学生是重
要群体。 要按照中央统一部
署，紧密结合教育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
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推动
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群团工
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就贯彻落实工作提
出3点要求。 一是坚持问题
导向、突出重点任务。要抓住
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等有利时机，
通过调研、督查等方式，认真查摆教育系统群团工作的
突出问题，提出分类指导意见和改进措施。研究制定教
育系统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或联合有
关部门分别就做好学校工会、团委、学生会等群团工作
制定专门文件， 推动各地各校把群团工作抓实抓到位。
二是充分发挥学校群团组织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学校群
团组织自身建设，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其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建设、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学校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是不
断加强党对教育系统群团工作的领导。要推动各高校完
善党建带群建工作机制，把党的群团工作成效作为巡视
和考核高校党委领导班子和分管负责同志的重要依据。
落实各级工作责任， 推动高校把群团工作摆上重要位
置，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
党员干部带头示范、群团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

河北200亿元“全面改薄”

本报讯（记者 周洪松） “我省启动实施‘全面
改薄’ 工作以来， 已投资超过71亿元， 预计总投资
205.7亿元。” 河北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近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河北省“全面改薄” 工作从2014年3月启动， 共
有136个县 （市）、 17个区纳入实施范围， 涉及学校
共计13896所， 主要用于项目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建
设、 生活用房建设和设备及图书类购置。

河北统筹中央和省级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专项资
金、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农村中小学校舍维
修改造长效机制、 初中校舍改造工程、 进城务工农民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特殊教育等资金， 全面解决农村
学校和教学点基本办学需要， 重点向农村薄弱学校倾
斜。 同时， 提出各地在重点保障学校基本运行需要和
校舍维修基础上， 可安排20％左右公用经费资金用
于学校购置课桌椅、 图书、 学生用床、 音体美器材等
设备， 确保规划任务按期完成。

沈阳农大应届毕业生郑志瑶凭专业特长获农村合作社1%股

放弃高薪，大学生技术入股当农民
本报讯（记者 刘玉 通讯员

张宜军） 放弃年薪30万元的工作
邀请， “技术入股” 落户乡村， 日
前， 22岁的沈阳农业大学应届生
郑志瑶接任辽宁省灯塔市大河南镇
新光村农机合作社理事长， 并以知
识技术入1%股成为合作社新股东。
他是辽宁省大学生以“技术入股”
方式落户乡村的第一人。

新光村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
300多口人都是朝鲜族。 前些年，
村里成立了农机合作社， 眼下拥有
大型机械50多台 （套）， 固定资产
800多万元， 村民会员110多名。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金哲南任董
事长。

郑志瑶是沈阳农大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 大二
暑假到新光村参加社会实践时，
他被几个农民大哥成立的农机专
业合作社的事情惊呆了。 “兴奋
得睡不着觉， 头一次感受到农村
的广阔天地能如此大有作为！” 此
后他常到村里实践、 提供科技服
务。

快毕业时， 一家公司给郑志瑶
开出年薪30万元， 也有人劝他走
仕途， 但他就想到村里自主创业。

郑志瑶说： “学专业、 爱专业、 从
事专业、 引领行业、 带动农业。”
他的理想是， 做90后的新农民。
他和金哲南聊起这事， 金哲南当即
邀请他以合作伙伴的方式进入合作
社， 承诺每月提供3000元的基本
生活保障和一定的合作社股份。 对
郑志瑶的创业项目， 合作社以参股
方式共同创业。

郑志瑶确实给自己“量身定
制” 了创业项目。

新光村有稻田400多亩， 水稻
种植远近驰名， 是稻田养鸭的好地
点。 郑志瑶认为， 有机大米品牌通

过稻田养鸭就能实现， 于是他决定
将“稻田养鸭” 创业项目植入小
村。 这一想法和金哲南一拍即合。
两人最后决定， 稻田养鸭和水稻种
植技术结合， 年末引进先进设备对
稻米精加工， 打出有机大米品牌，
推向全国市场。

郑志瑶自己算了一笔账， 每亩
水稻放养10多只鸭子， 今年放养
300亩。 3000多只鸭雏进入稻田，
每天只需喂食一次， 鸭子每天生活
在水田中吃虫， 鸭粪自然还田， 水
稻不打农药， 不施化肥， 全是原生
态， 绿色有机稻米， 每隔三个月出

栏一批鸭子， 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链”。

“明年2000多亩稻田， 放养的鸭
子将有上万只……几年内， 在省内联
盟多家合作社， 共同生产有机稻米，
将这一项目形成产业链进行开发。”
这是郑志瑶的远期计划。

7月1日， 金哲南亲自开车到沈
阳农大接郑志瑶回村。 他说： “现在
村里富了， 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 合
作社每年利润都超过100万元， 可缺
少有知识、 有文化、 有创意的年轻
人。 早就想引进大学生， 这下可好
了！”

针对江西省教育厅发布的通报，媒体有的赞其处理迅速，更多质疑其处罚“明显过轻”———

南昌替考事件处罚只是“温柔一刀”？

■田贵兴

一度引发舆论关注的南昌替考
事件， 在7月7日有了处理结果。
据江西省教育厅发布的通报， 截至
目前， 根据公安部门和联合调查组
已查明的有关事实， 共处理各类人
员42人， 其中涉及22名公职人员。
有媒体刊文称赞江西省教育厅通报
处理结果迅速， 但也有媒体指出，
通报还存在一些“不解渴” 之处。
同时， 还有专家认为， 对涉案公职
人员“处罚温柔”， 期待完善相关
立法， 严厉打击重大考试中的舞弊
行为。

江西通报替考事件处
理结果

今年高考第一天， 即6月7日
10点49分， 南方都市报在其官方
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一篇文章 《重
磅！ 南都记者卧底替考组织 此刻
正在南昌参加高考》， 随即在朋友
圈迅速传播， 阅读量很快就突破了
10万+。

6月7日下午， 教育部通过官
方网站对江西高考替考一事作出回
应， 表示对此高度重视， 已责成江
西省教育厅和省教育考试院迅速调
查核实情况， 并请公安部指导有关
地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时隔一月， 7月7日， 江西省
教育厅发布通报称， 截至目前， 根
据公安部门和联合调查组已查明的
有关事实， 共处理各类人员42人，

其中涉及22名公职人员。 根据教
育部第33号令有关规定， 对7名被
替考考生和7名替考者给予相应处
罚。 目前， 当地公安、 检察机关仍
在进一步调查案情。

有媒体指出“处理结
果不解渴”

由江西省委宣传部主管、 江西
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今视网” 刊
发评论 《对高考替考舞弊案就该当
头棒喝》， 文中表示： 从处理效率
来看， 可谓迅速； 从处理效果来
看， 也合法。 高考公平从来都不是
一句空话， 也从来不会因权力而被
亵渎。

《人民日报》 刊发评论文章
《让高考舞弊者无处藏身》： 这样的
结果， 充分回应了事件发生之时教
育部的表态， “对于考试管理不力
以及违规违纪等行为， 将一律严肃
问责， 绝不姑息”。

有媒体喝彩， 也有媒体质疑。
据 《法制日报》 报道， 中闻律师事
务所吴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于
关注度如此之高的重大事件， 通报
中的一些内容就显得有些语焉不详
了。 “我们处理了”、 “处理的力
度很大”、 “处理了多少人”， 似乎
是发布者想要传递给公众的信息。
但是， 具体是什么行为导致一些人
的处理结果， 尤其是在事件细节
上， 通报并未给出更多的信息。 比
如， 通报称“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
院招生就业处工作人员梁艳、 艺术
传媒与计算机分院艺术设计讲师谭
景晖， 在‘6·7’ 高考替考舞弊事
件中为谋取私利从事替考舞弊活
动”， 具体是从事了怎样的舞弊活
动， 不得而知。

如果说这些细节的缺失还只是
瑕不掩瑜， 那么另一个模糊表达则
有让公众想入非非之嫌了。 那就是
关于两处收受礼金的描述。

一处是“南昌市东湖区教科体
局招考办主任陈剑鹏， 在‘6·7’
高考替考舞弊事件中失职渎职， 收
受礼金， 违反廉洁自律规定， 给予
其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另一处是“南昌市第八人民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办公室科长张玲，
在‘6·7’ 高考替考舞弊事件中失
职渎职， 收受礼金， 给予其降低岗
位等级 （一级） 处分 （由助理级降
为技术员级）”。

《长沙晚报》 也刊发评论文章
《不妨提高替考者的违规代价》 指
出： 与往年高考舞弊案的处理相比
较， 此次江西的处理结果只能说是
中规中矩， 并未展现出更大的惩处
力度———无论是处理所涉及的领导
层级， 还是具体的惩戒规格。 这样
一种状态， 或许正是当下高考作弊
治理疲劳状态的一种现实反映。

《北京青年报》 刊发评论文章
《江西高考替考案有了处理结果能
否服众？》， 作者认为， 对于产生恶
劣社会影响的高考替考案， 应该把
替考组织者如何组织替考、 教育系
统内部人员如何里应外合的案情向
公众公开， 这是公正处理的需要，
也是反思教育考试管理的需要。

专家称处罚温柔， 需
完善立法加大惩处

多个媒体采访的专家表示， 此
次替考事件的处理结果“太过温
柔”。 据 《新京报》 报道， 北京京
润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称， 考试作
弊行为现阶段主要靠教育部第33

号令进行规制， 暂未规定触犯刑
律。 现阶段， 处罚仅依靠行政规章
来规制的情形下， 多名公职人员仅
依据党内规章等受党纪处分， “合
理但明显过轻”。 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对于教育
系统中的人员， 首先不应该进入到
行政程序， 更应该进入法律程序进
行处罚。

《人民日报》 评论文章还指出，
那些参与其中的丧失职业底线的教
师、 为利驱使的枪手、 以权合谋的
官员， 组成了游走在法律空白地带
的“产业链”。 之所以敢有恃无恐
地伪装变身， 正是摸到了法律制度

的“盲点”。 正像有关专家所说的，
“我国在立法上对打击高考舞弊还存
在较大缺陷”。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蔡斐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
高考是展现教育公平、 依法治教的
一个窗口。 江西省教育厅的通报招
来质疑， 说明信息还不够明晰， 为
社会公众提供了想象空间， 最终有
损行政机关自身的公信力。 另外，
短期的行政处分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如何完善立法、 打击考试舞弊， 做
好防范工作， 杜绝高考以及其他重
大考试中出现作弊行为是需要进一
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今 聚日 焦

山东建高校思政课师资库

本报讯 （记者 张兴华） 近日， 山东省委组织
部、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等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开展
山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师资库建设工作。

通知对特聘教授人选条件和工作职责作了明确要
求。 山东将聘请全省社科理论界、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 （不含高校） 的党政领导干部、 专家学者和社会
知名人士担任山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 入
选特聘教授必须具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优势， 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年龄在65周岁以下， 身心健康， 能够统筹好本职工
作与高校教学工作的关系。

特聘教授的职责是， 到高校为大学生讲授思想政
治理论课；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
研究； 参与或承担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和思想政治教育
省级 （含省级） 以上重点科研或教研课题的申报和研
究； 指导和参与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思想
政治教育相关课程及专业建设。

图片来源：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