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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宁市温泉中学是省政府部门1965年在温泉设
立咸宁专区的当年11月8日设立， 原名 “咸宁专区温泉中
小学”， 是温泉城区创办最早的学校之一。 1975年8月分离
出温泉镇中学 （现红旗路中学）、 温泉镇小学 （现郭林路
小学 ）， 1978年11月分离出温泉小学 （现市实验小学 ），
1984年8月分离出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2000年8月—2008
年8月试办 “咸宁市外国语学校”， 2008年高中部停止办
学。 建校以来， 温中人立足教育前沿， 把握时代脉搏， 突
出办学特色， 积极进取、 勇于超越， 大力推进品牌建设，
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 为祖国输送了大量人才。

2015年， 温泉中学将迎来50华诞， 为更好地整理校
史、 联络校友， 展示成就、 凝聚力量， 传承文化、 创造未
来， 学校定于2015年10月4—5日举办温泉中学建校50周年
庆祝活动 （建校50周年发展研讨会和校友代表座谈会）。

热忱欢迎曾在温泉中学工作、 学习过的领导、 教职工和校友
回校相聚， 同庆华诞； 衷心期待关心支持温泉中学发展的各
级领导、 各界人士届时莅临指导， 共襄盛典。 敬请相互转
告， 或来电、 来函与学校联系。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中学校庆筹备办公室
2015年9月8日

五秩春秋 风华浸远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中学50周年校庆公告

学校官网：http://hbxnwz.30edu.com

校庆微信公众号：(xnwzxq) 征集公告 捐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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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师发起“园丁励志”奖学金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赵思榄） 为了激励

成绩优秀的贫困生和进步较快的学困生，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部分教师和院系日前再次发起“园丁励志”奖学金活动。

2011年，南航发起“园丁励志”奖学金活动，捐助方式
以“定额捐”为主。 自去年9月起，该校教师又发起“零钱捐”
活动。在参与此次“园丁励志”奖学金“零钱捐”的教师中，有
校领导、教授，也有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还有后勤一线
员工，捐助的金额有一角两角，也有一元两元。截至目前，已
有近1400名南航教职工参与， 每个月捐款额近7000元，累
计收到善款53.45万元，奖助学生449人。

华南农业大学：

5年投1800万勤工助学工资
本报讯 （记者 刘盾 通讯员 张贻发 方玮） 近

日， 来自贵州的贫困新生李强 （化名） 刚入校报到， 就收
到华南农业大学的大礼包———2000元的助学金、 价值
1000元的生活用品以及已充值300元的食堂饭卡。

该校对家庭困难、 暂时不能缴纳学费和住宿费的新生
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 然后根据核实后的情况， 分别采取
不同办法予以补助。 其中， 仅勤工助学一项， 该校近5年
就为学生提供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27512个， 上岗81570
人次， 投入勤工助学工资总额1800多万元。

长沙学院：

大学生环保创客“摸底”浏阳河
本报讯 （徐媛 刘丹妮 记者 阳锡叶） 近日， 湖南

长沙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系的一支“环保创客实践团队”
从浏阳河下游出发， 到浏阳河源头探寻它的历史变迁， 并
对上游的水质进行详尽真实的调查。

“这次调研是学生们将理论知识付诸实践， 提升专业
知识的好时机， 我们希望能把浏阳河的起源和现状真实全
面地展现出来， 为后期调研和浏阳河的水质保护打基础。”
长沙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系党总支副书记吴桢婧说。

安徽滁州职校为企业“定制”人才，为学生打造多样化发展平台———

这里的毕业生入职就能进角色
■本报记者 俞路石

见习记者 方梦宇

22岁的小伙顾昭源是安徽省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三学生，
还未毕业的他已成了安徽清风科技
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了， 不
仅在滁州市内拥有3家电脑耗材设
备连锁店， 在六安市还有一家分
店， 总资产达18万元。 顾昭源成
功的创业故事只是近年来滁州市职
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抱团发展， 职教资源
聚沙成塔

按照“每个县集中力量办好1
所县级职教中心” 的规划， 截至今
年5月， 滁州市中职学校数由2008
年的28所减少至12所， 但在校生
规模增长了72%， 校均规模增长了
52%。 在每所职业院校内部， 遵循

“学校围着市场转， 专业围着产业
转， 人才围着需要转” 的原则， 目
前， 滁州市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地
方主导产业、 特色产业吻合度达
90%。

“十二五” 期间， 滁州职业技
术学院主动停办了网络技术、 计算

机工程等15个专业， 新申报了
包括食品制造、 制冷与空调技术
等在内的18个与区域支柱产业
紧密相关的专业。

2013年， 在滁州市政府的
推动下， 滁州职教集团成立， 加
入集团的有包括滁州职业技术学
院在内的14所职业院校， 以及
120家骨干企业、 8家科研院所
和行业协会。 集团每年都会在春
秋两季召开大型校企联合招聘
会， 两年来， 集团内企业为职业
院校提供优质岗位5670个， 通
过顶岗实习解决企业用工需求
2460个。

日前， 滁州市政府出台 《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
意见》， 要求从今年秋季新学期
起， 滁州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对所
有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免除
学费。 这将是一项切实有效的惠
民政策。

私人定制， 实现企
业人才精准投放

“光说不练假把式， 职业教
育只有落地生根了， 才能结出丰
硕的果实。” 滁州市教育局副局

长丁瑞说， 职教发展找准定位很关
键， “我们清楚地知道， 职业学校
培养出来的相当一部分学生日后将
成为企业的能工巧匠和技术中坚。”

怎样才能让学校培养出来的
学生与企业的需求无缝对接？ 这
是当前困扰多地职业院校发展的
难题。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启
动了“订单培养” 的培养模式，
学校与企业共同培养企业所需要
的人才， 学校现设有博西华班、
蓝德仪表班、 长电班等11个校企
合作订单班， 学生毕业后可直接
选拔进入企业工作 。 丁瑞说 ：

“用我们当地的话来讲， 我们希望
从咱们职业院校走出来的学生，
插上筷子就能吃上饭。”

从订单班毕业的学生到企业入
职后， 能够很快地进入角色。 “他
们的能力基本上与工作一两年的技
师不相上下， 到企业后再多加培
养， 不出三四年， 多数能成为同行
中的佼佼者。” 安徽蓝德集团人力
资源部总监高耀辉说， 企业想留住
他们， 自然薪酬也高一些。 刚从订
单班毕业的学生， 月薪平均比一般
院校毕业生高1/3左右。

滁州地区培养的技能型人才成

为滁州市吸引外地企业的闪亮名
片。 “企业不看厂址， 先来看职业
学校已不是啥新鲜事”。 为企业

“私人定制” 的人才自然颇得企业
青睐， 2011年以来， 学校为社会
输送了1.2万多名高职毕业生， 其
中近一半都在本地就业， 强有力地
支撑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平台多样， 每名学生
都拥有人生出彩机会

“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并无等
级之差， 中考的失利并不代表你与
大学无缘。” 天长市工业学校校长
佘文学总是这样鼓励新入学的学
生， “首先你得信你自己， 其次你
得信得过我们。”

佘文学并没有让学生们失望，
今年， 该校参加对口高考人数创下
历史新高， 达208人， 有166名学
生考入二本以上学校， 这其中就包
括张金凤、 张银凤、 张玉凤三胞胎
姐妹， 今年， 她们同时考入安徽铜
陵学院。

一辈子干农活的张爸爸喜不自
禁：“还得感谢学校老师， 关心3个
娃。 在咱们村考上大学也算是大喜
事了，正准备回家摆几桌宴席呢。”

滁州市中职学校今年对口高考
本科报名883人，284人考上本科院
校，录取率为32.16%，比去年增长
了3倍，其中，74人参加市级以上技
能大赛获得加分，16人获得免试直
升本科。

除了鼓励学生们重塑信心、 坚
定自己的大学梦外， 滁州各类职业
学校还鼓励学生们参加各类职业技
能大赛。 天长市工业学校副校长许
斌告诉我们： “比赛的名次不重
要， 我们希望通过比赛使他们明白
自己还存有哪些不足之处， 以开拓
眼界， 锻炼能力。”

今年6月， 天长市工业学校
2013级学生周军获得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 “数字影音
后期制作技术” 比赛项目二等奖。
按照政策规定， 周军将凭借此奖获
得免试就读本科院校的机会， 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 周军选择了滁州
学院的影音设计专业。 3年来， 在
中职院校所获得的实训机会让周军
比同龄人拥有了更强的动手能力，
对未来他充满信心： “也许会在影
音设计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吧， 但
无论如何， 都不会忘记中职学校所
给予的机会和经历。”

深圳评选出首届“年度教师”
1人获评“年度教师”，5人获提名

本报讯 （记者 刘盾） 近日， 广东省深圳市从10多万
名中小学教师中评选出1名“年度教师”， 5名教师获提名。
龙岗区平冈中学语文教师王雪娟经过层层选拔， 最终被评
为该市首届“年度教师”。

深圳市教育局希望选出的“年度教师” 能全方位展示
自身的新理念新风采， 为全市教师立标杆、 树榜样， 推动
深圳现代化、 国际化、 创新型城市建设。

该活动由深圳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单位主办， 自6月
启动以来， 该市700多所中小学各自推荐了1名候选人，
主办方通过材料评审、 现场展示答辩评出各区和市直属学
校的“年度教师”。

“青年之声”云平台开通上线
专家回答网友问题7286条

本报讯 团中央建设的面向全国青年的大型社交互动
平台“青年之声” V3.0云平台近日正式上线， 广大青年可
以点名邀请进驻平台的全国近4000位专家， 提供跨地域、
跨层级的专业化问题解答。

据介绍， 该平台可将各省份的“青年之声” 进行集中
展示， 并实现PC端、 移动端和专家系统的全部打通， 为
各省份的“青年之声” 提供集成化服务。 截至8月31日，
该平台阅读量突破4亿， 问题留言总计9.1万条， 专家共回
答网友问题7286条。 （顾雪林）

云南大学：

党委书记为新生上第一课
本报讯 （杨云慧） 9月12日上午， 云南大学7000余名

结束军训的新生， 身着整齐的迷彩服， 上了入学后的第一
课。 主讲人是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杨林， 题目是 《信仰的力
量》。

杨林从“信仰” “信仰的力量” “当代大学生的信
仰” 三个方面娓娓道来。 他说， 只有会聚在中国共产党的
旗帜下， 青年学生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报效国
家， 有所作为。

云南大学新生入学由学校党委书记上第一课迄今坚持
了10多年， 已成为该校新生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杨林
说： “我们要对学生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 信仰教育， 这
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任务。”

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岁
———记勇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的大学生李学涛

■陈晓东

8月23日是宁夏理工学院学生
报到的日子， 可是辅导员和同学们
再也没有等来这个学期刚刚升入大
三的应用化工专业学生李学涛的身
影。 第二天噩耗传来， 就在几天
前， 李学涛在家乡甘肃省张掖市滨
河新区九孔桥下， 为救一名12岁
落水儿童英勇献身， 生命永远定格
在了20岁。

8月20日， 离学校开学的日子
还有3天。 下午3点30分左右， 李
学涛在张掖市火车站购买返校火车
票后， 与一名中学同学来到滨河新
区九孔桥上散步。 突然， 桥下传来

呼救声， 李学涛与同学连忙跑向
九孔桥下水边， 发现一个孩子在
水中拼命挣扎。

情况紧急， 本不会游泳的李
学涛来不及多想， 迅速脱下外衣
跳入水中， 对落水少年喊道 ：
“你别怕， 我把你往边上推！” 李
学涛一边喊一边用力将孩子推向
岸边， 在岸上好心人的帮助下，
孩子得救了， 而用力过猛的李学
涛却滑入了深水区。 后来， 一位
在附近钓鱼的老大爷在众人的帮
助下， 用渔网把他拖上岸来。 可
是， 此时的李学涛已经没有了呼
吸……

年轻的生命换回了更年轻的

生命。被救的孩子名叫陈嘉伟，是甘
州区西街小学五年级学生， 幼年丧
父，一直随在张掖打工的母亲生活。
当天，孩子趁母亲上班时，和同学一
起到桥下玩耍， 不慎落入水中。

8月21日晚上8点， 李学涛的
追悼会在张掖市甘州区龙渠乡木笼
坝村六社举行， 甘州区和龙渠乡的
领导、木笼坝村及附近村庄的村民、
李学涛生前同学数百人自发赶来送
英雄最后一程。短短的一天多时间，
李学涛舍己救人的事迹在家乡引起
强烈反响， 感动了很多人。

李学涛1995年出生在张掖市
甘州区龙渠乡木笼坝村六社， 父母
都是农民。 在父母的眼中， 李学涛

是一个勤劳、 懂事的孩子。 这个暑
假他回家探望父母， 20多天一直
帮家里干农活儿， 后来又到一家制
种公司打临工， 想挣点钱开学贴补
学杂费用， 为父母分忧。

“懂事、 勤快、孝顺”，这是父亲
对儿子的评价。李学涛的父亲说，儿
子每次回家总要问：“爸！ 妈干啥去
了？ ”“家里有什么要干的活儿吗？ ”
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回忆。“学涛长
大了知道体贴照顾人了， 家里的活
儿，他帮我们干，干啥都是任劳任怨
的。可一个活生生、好端端的人怎么
说没就没了呢！”他的妈妈至今都接
受不了这个事实。

提到自己的学生， 李学涛在张

掖四中的班主任万分悲痛。他说，尽
管李学涛学习不算拔尖儿， 但品行
好，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他是班里第
一个捐款的，其实他的家境并不好。

李学涛的大学辅导员说： “根
据李学涛平常的表现， 他这次舍己
救人， 我一点也不奇怪。 他关心班
集体荣誉， 责任心很强。”

宁夏理工学院得知李学涛为救
人献出年轻的生命后， 当即决定授
予他“优秀大学生” 称号， 共青团
石嘴山市委授予他“全市优秀共青
团员” 称号。 学院同时决定， 今后
每年选派学生代表定期前往李学涛
家中， 看望他的父母， 代他向二位
老人尽孝。

日前，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井
字镇黄巢村大埠学校学生拥有了新
课桌凳， 这是娄底市财政局为该校
捐赠的爱心课桌。 据悉， 此前学生
的课桌已使用近20年， 大多已破
损。 李建新 摄

“我们有了
新课桌”

（上接第一版）
何雅玲积极创造条件， 想方设法

让学生参与到国家重大、 高水平项目
的科研过程中， 以研究生能力培养为
核心，提高研究生的才干与科研能力，
增强他们完成国家任务的自豪感与责
任心， 使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独立科
研能力得到提高。

截至目前， 她指导硕士生、 博士
生、博士后100余名。博士生李庆2014
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另
有两篇论文获评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 多名学生先后荣获“吴仲华优秀
学生奖”“西安交通大学优秀研究生标
兵”“西安交通大学十大杰出学子”“陕
西省优秀毕业生”等荣誉，有的学生还
获得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
主任研究专项基金。

带着学生一起高空飞翔
在何雅玲的日程表上， 没有上下

班、节假日，更没有白天与黑夜之分。 她
长期超负荷工作，承担的教学、科研工作
量是定额的几倍。

在学生们眼中， 何雅玲是不折不扣
的“工作狂”。 出差回来第一站往往是教
研室，平时，大家经常会收到她半夜两三
点发来的邮件。 今年2月，她不慎脚踝严
重骨折，手术打入多块钢板和钢钉，手术
后十几天她就借助助步支架坚持到办公
室上班，指导学生科研。 她的研究生说：
“何老师忘我的工作精神，让我们这些二
十出头的学生们都自愧不如。 ”

何雅玲是师生公认的教学、 科研双
优人才。她长期从事能源与动力、工程热
物理等方面的研究，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主持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等， 研究成果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 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何雅玲主持编制了内容丰富、 涵盖
面广的《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国家级
试题库。 她带领的团队2007年被评为国
家首届优秀教学团队，2008年获教育部
创新团队，2014年再次获得教育部优秀
创新团队的滚动支持。“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是这支团队的写照。

为改善本科生热流教学实验条件，
何雅玲带领团队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
迎着困难，群策群力，自行设计，自制和
新建了22种、43台套的本科生实验台，
增加了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台位， 并改
革热工实验体系及内容， 建立了热工实
验四级体系，以适应不同专业、不同层次
学生的需求。 她长期坚持在教学中不断
探索，积极实行教学改革，获得多项国家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言传身教， 何雅玲成了学生们前行
的榜样。“亲其师信其道。 教师要努力做
最好的自己，影响、带动越来越多的‘风
筝娃’更高地飞翔。 ”何雅玲说。

最让她骄傲的身份是“人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