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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 详见第五版

【特别报道】

隰 详见第八版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 直属高校党委书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稿摘要（上）
【专题】

男子百米接力夺银，中国速度震惊世界

四“飞人” 大学“造”
本报讯（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麦尚文） 历史性地夺得银

牌！ 打破亚洲纪录！ 8月29日晚， 北京鸟巢体育馆内， 苏炳
添、 张培萌、 谢震业、 莫有雪4位“中国飞人”， 身披国旗，
尽情享受着满场观众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欢呼。

在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 中
国队成为第一支获得世锦赛银牌的亚洲队伍， 4位中国小伙儿
创造了亚洲田径在该项目上的最佳战绩， 中国速度震惊了世
界！ 而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半决赛中， 这4位中国小伙便以37秒
92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

据了解， 这4个“中国飞人” 均由“高校制造”： 苏炳添
是暨南大学2013级国际贸易学研究生， 此前以9秒99的成绩创
造了亚洲男子100米纪录， 并成为世锦赛男子100米决赛的第
一个亚洲本土选手； 张培萌2014年从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毕
业； 谢震业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系2012级运动训练专
业本科生； 今年只有19岁的莫有雪， 则是暨南大学2014级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 去年刚刚入读该校。

当天是苏炳添26岁的生日， 鸟巢现场8万余名观众为他唱
起了生日歌， 生日歌和国歌声交相辉映。 苏炳添说： “这是我
一生最难忘的时刻， 因为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有这么多人为
我唱生日歌， 而且跟国歌一起唱着。”

视中教 线

本报讯（记者 高毅哲）一所
民办非学历教育学校的招生团队
可以介入公办高职院校的招生工
作吗？

一所民办非学历教育学校的
招生团队可以让公办高职院校的
招生工作有较大起色吗？

位于西安市白鹿原上的两所
学校对此给出了相同答案：可以。

今年7月， 是民办院校———
西安航空旅游培训学院的团队介
入公办院校———陕西职业技术学
院招生的第一个招生季， 后者的
航空乘务专业报考人数就有了数
十倍增长。

一所民办院校的招生队伍，
怎么会介入公办院校的招生呢？

“这是我们两所学校探索合
资、合作办学的结果。 ”陕西职业
技术学院院长刘胜辉说。

这样的合作当然不只是为了
提高一个专业的招生人数。 事实
上，双方下的是一盘“大棋”。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用地
狭小，发展空间受限，一些院系甚
至不得不租用校舍办学。 学校多
次想拓展办学空间， 都因各种原
因未能如愿。

西安航空旅游培训学院则是
一所以航空、 旅游高端服务管理
类专业为特色的民办培训学校，
在航空业界人脉深厚。 随着高考
录取率的大幅提高， 学院始终未
能获得开展学历教育的资格，办
学出现极大困难，招生大幅下滑，
教职工队伍也开始不稳定， 眼看
着学校就要办不下去了。

两校同在白鹿原上， 彼此距
离很近。 双方都在寻求问题的解
决之道， 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投

向了对方。 如果公办院校可以并
购民办院校的资产， 同时民办院
校的教职工以适当方式继续从事
相关工作，岂不是一举两得？

但是， 公办院校和民办院校
合作办学，政策上并无明确规定，
各地的一些探索，也都是“雷声大
雨点小”。 双方对此顾虑重重。

2014年2月， 国务院召开常
务会议，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
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
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
并享有相应权利。 探索公办和社
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
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这样的
表述给了两所学校很大鼓舞。

合作很快展开， 资产并购环
节多、 手续复杂、 耗时长， 双方
决定， 一边进行资产并购工作，
一边在教学、 招生、 后勤管理上

先行试水。
西安是我国航空工业重地，各

类航空人才需求旺盛。 当年西安航
空旅游培训学院便是瞄准这一区域
特点，迅速发展起来的，对相关专业
招生、办学，都是轻车熟路。 2014
年，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也开设航空
乘务专业，但学校一无设备，二无办
学经验。“很多学生家长来咨询，但
我们准备不足， 家长得不到满意的
回答，对专业办学非常怀疑。 ”当时
的招生负责人说。最终，学校只招到
8名学生。

今年的情况则大为不同。 西安
航空旅游培训学院的招生团队从专
业角度出发， 先是制定了严格的招
生标准，对考生的形态、仪表都按业
界标准作出严格规定， 又设置了面
试环节， 同时对家长的问题进行了
充分准备。 一方面，家长、学生看到

专业的招生流程， 对该专业的就业
前景有了充分的信心， 最终学校计
划招收100人，报名人数却达到200
多人。另一方面，西安航空旅游培训
学院的人员也获得了劳务收入，稳
定了人心。

刘胜辉说， 双方合作的重点是
建立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
制。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将实行“职业
经理团队管理选聘”的运行机制，这
意味着对方学校符合要求的人才都
可以留下来，继续参与教学工作。

近些年， 西安部分民办院校办
学出现很大困难。 一些民办院校不
惜铤而走险， 采用非法集资手段吸
引民间资金， 最终酿成社会问题。
西安航空旅游培训学院院长董旭峰
说， 如今双方的这种合作， 有望为
解决民办院校发展问题探索出一条
新路。

一边是公办校，有办学优势但空间受限；一边是民办校，有品牌优势但招生困难。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公、民合资办职教，证明了一个公式———

公办+民办=能办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
“七七事变” 爆发后， 日军为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于1937

年8月13日向上海发动全线进攻， 中国军民奋勇反抗， 淞沪会战开
始。 战役持续了3个月， 直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 淞沪会战
是中国全国抗战开始以来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性战役。
日军投入总兵力约30万人， 中国军队总兵力约70余万人。 中国军队爱
国官兵同仇敌忾， 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的敌人殊死搏斗， 以伤亡
约25万人的巨大代价， 毙伤日军4万余人， 坚守上海达3个月。 这次
会战，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也为掩护国家转入战时
体制赢得了时间。

【抗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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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翁小平

8月29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
通过一系列法律修改决定， 对刑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 地方组织法、 选举法、 代表法、
商业银行法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
改。 在这些法律的修改中， 有众多调
整与变化涉及教育领域， 例如高校的
科研成果转化问题、 国家考试中的舞
弊行为、 废除嫖宿幼女罪等。

更加规范科研成果转化
长期以来， 我国科技经济“两张

皮” 现象严重， 科技成果转化率仅约
10%。 论文发表完后， 科技成果就

“束之高阁”， 成为“陈果”。 1996年
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显已

“年久失修”。
本次修订明确， 国家设立的研究

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
成果， 可以自主决定转让、 许可或者
作价投资， 但应当通过协议定价、 在
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 拍卖等方式
确定价格。

修订后的条文规定， 科研成果完
成单位未规定， 也未与科技人员约定
奖励和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 对科研
人员奖励和报酬的最低标准由现行法
律的不低于职务科技成果转让或者许
可收入， 或者作价投资形成的股份、
出资比例的20%提高至50%。

关于成果转化收益， 修订后的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 国家设立的
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
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
为， 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最
大亮点是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下放和
科研人员奖励、 报酬比例提高。 姚建
年委员认为， 法律的修订体现了中央
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
求， 瞄准当前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突
出问题， 较好地回应了科研机构和广
大科技工作人员的呼声和迫切要求。

更加注重维护社会诚信
不久前结束的高考再曝舞弊案， 江西等地发现有组织的规

模性替考作弊。 对此， 刑法修正案 （九） 作出规定， “在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中， 组织作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罚金”。 此外， 在国家考试中， 为舞弊提供作弊
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 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 答案
的，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全部按照刑事
犯罪处罚。 其中，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有近20种， 包括
高考、 国家司法考试等。 （下转第十一版）

高考录取进入尾声，失落、迷茫、焦虑成为“落榜生”群体的特征———

落榜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春天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王宇 唐文贵 曾令康

近日， 马云给高考失意考生
写的一封信引起广泛关注， 马云
在信里说： “我想你这几天肯定
很失落， 我理解！ 因为我有过两
次同样的经历。” 他还说： “我
们的运气不是在考试中， 我们的

运气一定是在其他地方！ 只是我
们还没有找到。”

今年全国高考录取工作将于
9月3日正式结束， 目前录取工
作已进入尾声， 考生们几家欢乐
几家愁， 被录取了的喜气洋洋，
憧憬着大学的生活； 而因种种原
因榜上无名的， 失落、 忧郁、 迷
茫、 焦虑则成了这个群体的特
征。 那么， “落榜生” 是否有春
天？ 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落榜生”心理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 “落榜生” 都是

一个被忽略的群体。 以湖南为
例， 今年该省共有高考考生39
万人， 全国共有1537所普通高
校计划在湖南招收新生27.9万
人。 也就是说， 有 11万余人

“落榜”。 如果以本科录取14万
人为线， 那“落榜” 的人数更
多， 达到25万人。

湖南保靖县民族中学应届毕
业生张涵 （化名）， 今年高考成
绩为文科406分， “在几次模拟
考试中， 我的成绩都在480分以
上， 这次只考了这么一点分， 心
里很不是滋味， 再加上我家庭条

件又不好， 在这节骨眼上， 真不知
道如何是好： 上一所自己不喜欢的
职业专科学校， 心有不甘； 出来工
作吧， 一没学历， 二没有技术， 三
没有力气， 都不靠谱。 我现在心里
压力很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常思
亮认为， 从宏观来看， 我国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越来越高， 高等教育已
经迈入大众化， 与以前相比， “落
榜生” 已经大大减少， 这是社会的
进步。 但高考毕竟是选拔性考试，
落榜也是不可避免的， “落榜生”
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甚至还有的做

出自杀等极端行为， 需要家长、 社
会和政府给予更多关注。

“落榜”的消极情绪怎么解决？
带高三多年的保靖县民族中学

教师彭图良认为， “落榜生” 首先
要进行自我心理调整， 学会面对现
实、 接受失败， 不承认现实， 就是
不给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 其次是
要合理归因， 应该从自身找原因，
是自己不努力、 方法不对， 还是临
考心态不好？ 合理归因是解决他们
心理问题的根本。

（下转第十一版）

“八百壮士的英勇传奇在这里永留”
———走进“弹孔密布于墙”的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

■本报记者 董少校
通讯员 荀澄敏

斑驳苍旧的弹孔、 阵容严
整的壮士姓名墙、 栩栩如生的
战士雕像， 共同叙说着淞沪抗
战的英雄故事……在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
际， 8月13日上午， 记者走进了
这天开馆的上海四行仓库抗战
纪念馆。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纪
念馆外， 来自上海闸北区市北中
学的74名师生唱起雄壮的 《歌
八百壮士》， 他们身后墙壁上星
星点点的弹孔， 把参观的市民带
回了当初鏖战的场景。

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
为一幢六层的钢筋混凝土大厦，
是当时闸北一带最高、 最大的一
座建筑物。 它原为4家银行共同
出资建设的仓库， 所以称为“四
行”。

78年前的1937年， 8月13
日， 日寇大举进攻上海， 淞沪会

战爆发， 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激
战3个多月， 伤亡巨大。 10月26
日， 为掩护大部队西撤， 中国国
民革命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的
谢晋元中校率领“八百壮士”，
据守四行仓库4昼夜， 以阵亡9
人、 伤20多人的代价， 击退日
寇数十次进攻， 毙敌200多人，
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信心。
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 特别

值得一书的， 还有一件事。 只有
14岁的童子军杨惠敏， 在目睹
了中国守军与日军的浴血奋战后
发现， 四行仓库四面被重叠的日
军旗帜包围着。 她想， 假如在四
行仓库顶上插上一面中国的国
旗， 那该是多么地鼓舞人心， 更

可以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
不可侵犯。 于是， 10月28日晚，
趁夜色深浓之时， 杨惠敏在内衣
上包裹着一面大大的国旗， 穿上
童子军制服， 静静地往四行仓库
爬去。

半路上忽然枪炮声大作， 她
以为是敌人发现了她， 于是急忙
趴在地上， 稍后仔细一看， 原来

是日军在向四行仓库进行夜间攻
击。 过了一会儿， 炮火声慢慢地
停了下来， 于是， 她又开始爬
行， 终于爬到了四行仓库东侧的
楼下。 当接过杨惠敏递上来的这
面被汗水浸透了的国旗， 谢晋元
与四行仓库内的勇士们都流下了
激动的热泪。

（下转第十一版）

据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资料图片）

8月29日，中国队选手谢震业、苏炳添、张培萌和莫有雪（从
左至右），在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