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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财经大学

少数民族学生有了
专属创新创业基金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近
日， 新疆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在
乌鲁木齐成立。 据了解， 在该基金
内， 新疆财大专设了少数民族大学
生专属创新创业基金， 为少数民族
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为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新疆
财经大学拿出2000余平方米教学
用房， 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 并与企业合作设立了百万元大
学生创新创业基金。 每项经评审进
入基地的创新创业项目， 给予5万
至10万元资金支持作为启动资金，
学校将对创业的学生进行跟踪， 如
创业前景可期， 将继续追加资金进
行支持， 上不封顶。

据悉， 新疆财大还将优化人才
培养方案， 改革教学范式， 把培养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作为人才培养
的核心目标。 围绕核心目标， 优化
课程体系和专业定位， 促进专业教
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在
传统课程教学中， 挖掘和充实创新
创业内容；广泛开设研究方法论、学
科前沿动态、 创业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等课程； 允许学生将发表的专
业论文、 获得的专利和自主创业业
绩等折算为学分； 允许学生将立项
项目研究报告， 申请作为学位论文
对待；允许学生休学创新创业。

洛阳师院试点师范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学生两年在大学打基础，两年进中小学练本领———

在教学一线“摔打”出未来好老师
■本报记者 张婷 李见新

一番刺耳的话， 引发了一所师
范学院的大胆改革。 洛阳师范学院
从实验班入手， 先行试点， 将传统
师范教育的本科教学分为两个时
段， 两年在校学基础理论， 两年在
中小学课堂学习教学真本领。 一年
的探索表明， 这样的改革赢得了师
范生和基层学校的支持。

刺耳的话倒逼出新师
范生培养方案

每到招录新教师的时节， 洛阳
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
长杨丽就异常焦虑，面试、听课……
所有这些环节下来， 令她兴奋的不
多。“这些大学生的素质都不错，但就

是不会讲课。”她和同事要把大量
时间放在对新教师的培训上，从
最基本的备课、上课、磨课教起。

栾川外国语实验中学校长李
志忠也有同样的感受。 年年招新
教师， 但很难招到合适的， 入职
培训“费时费力”。

大学4年， 学生学会了写论
文， 考试也合格， 拿到了毕业
证， 为啥还要再培训， 他们究竟
缺哪些能力？

一线的校长们是这样说的：
“不懂基本的授课技巧， 不会表
达也不会提问。” “不会改作业，
不会留作业， 更不会分析试卷。”

“不会把握课堂节奏， 不会组织
教学， 一节课经常会陷入混乱。”

当这些刺耳的话传到洛阳师

范学院党委书记时明德耳中时， 他
非但没有生气， 反倒请中学校长到
学校座谈， 让他们历数师范院校的

“不是”。
对话让洛阳师院的校领导们开

始重新反思师范院校的培养方式：
课程结构过于注重学科体系， 教育
学、 教育史、 课程论等理论性强的
专业课占到70%以上。 本科生只有
一个月的实习时间， 难以学会实际
授课技能。 尽管这些年该校一直在
推行师范教育改革， 努力增加学生
的实践性 ， 但力度仍然不够 。

“改， 必须改！ 只学书本不行， 还
要拿出大块时间到实践中去， 向优
秀教师们学习”。

2013年， 洛阳师院成立了一
个名为“211” 的实验班。 这个班

的使命是探索师范院校新的培养模
式， 传统的大学课程被分为两段，
即前两年为基础教育阶段， 后两年
为技能实习实训阶段。

大一、大二学年按大类教学，传
授较宽的专业基础知识。专业不同，
培养方案相同。从大三起，学生到洛
阳师院附中、复兴学校、复兴幼儿园
等协作学校实习实训， 内容包括教
学工作、班主任工作、教育调查研究
和行政管理等， 特别强调要学会备
课、分析试卷、布置作业等实用的教
学技能。两年实习结束后，毕业生要
能站稳讲台。同时，这个班实行淘汰
制， 年度考核不合格及排名在后
2.5%的学生退出实验班。

实验班全新的培养方案很快吸
引了该校数百名师范生报名。 经过

严格的测试挑选， 30名来自中文、
生物、 数学、 英语等10多个师范
专业的学生进入实验班。

教学实践中练出当老
师的真本领

2013年9月， 在大学“啃” 惯
了书本的实验班学生们欢呼着跑进
实验学校。 然而， 中学的生活并不
像想象中那样简单。

刚到学校第一天， 实验班学生
孙谦谦就蒙了。 早上7点半到校，
管理早自习； 上午听课三节， 撰写
反思材料； 下午集体备课， 还要准
备班级活动。 直到晚上7点， 孙谦
谦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 这
样的实习， 她感觉比在大学上课累
10倍。 （下转第五版）

外教足球校园行
10月26日， 外籍教练在指导小学生踢足球。 当日， 河北秦皇岛海港区耀华小学开展“外教足

球校园行” 主题活动， 邀请外籍教练为小学生指导足球技术， 引进先进的足球教学方法， 让小学
生在快乐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曹建雄 摄

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岗位历年最多，平均竞争比5年来最低———

“最好国考年”真的好考吗？

■本报记者 陈少远
10月26日发自北京

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
名和资格审查已于10月26日18
点结束， 据统计， 共有199.8万
人次网上报名， 139.46万人通过
资格审查， 较去年同期140.9万
人减少1.44万， 同比减少1%。

此次国考因为施行“招考不
面向在职公务员” “4种作弊行
为属刑事犯罪” 等多项“新政”
而广受关注。 综合报名数据分
析， 此次国考又创下纪录： 招录
人数、 岗位数为历年最高， 平均
竞争比却为5年来最低。

岗位最多， 人数回落
“第一大考”是否“减热”？

2016年国考提供15659个职
位， 计划招录27817人， 双双创
历史新高。 但由于报名人数减
少， 招录岗位基数变大， 10月

24日18点报名截止时， 2016年
国考平均竞争比将近47∶1， 为
近5年来最低， 相较于去年媒体
报道的58∶1和前年的70∶1，
呈现较大回落趋势。

因有“现役军人、 在读的非
应届毕业生、 在职公务员和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 （单位） 工
作人员， 不能报考” 的规定， 再
加之扩招名额， 有人将即将拉开
帷幕的2016年国考称为“最好
国考年”。

在职公务员不再参加考试，
“体制外” 考生， 尤其是高校的
应届毕业生， 是否感觉竞争压力
更少了？ “虽然考上的机会变大
一些， 但历年来报考职位冷热不
均依然是常态， 热门职位依旧热
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2016届毕业生豆俊杰报考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个岗位， 从
目前报考情况来看， 该岗位竞争
比达1234∶5， “我认为好考还
是不好考是相对的， 不能一概而
论”。

据介绍， 2016年国考有131
个职位139个计划无人报考或无
人通过资格审查， 多为检验检疫

局和气象局的岗位， 集中于省级
以下机构或艰苦偏远地区。 10
月24日18点报名截止时， 热度
最高的职位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技能竞赛处一职位， 竞争比达
2847∶1。 此类“千里挑一” 的
岗位在本次国考中还有十余个，
但相比 2014年国考最热岗位
6319∶1、 2013年最热岗位的
9470∶1的竞争比， 此次国考战
场“厮杀” 形势也有所缓和。

“我切身感觉是国考降温了。
去年这个时候， 图书馆里有大量
准备国考的人， 但今年明显少了
很多。” 豆俊杰表示， 身边抱着
“试一试” 态度参加国考的同学
虽然仍有不少， 但热情较往年有
所减退。

“报考人数减少， 是一个复
杂问题， 体制内公务员不能报名
可能是今年人数减少的原因， 但
也与近年来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选
择渠道越来越多有关系， 公务员
考试不再是‘华山一条道’， 多
元化的选择使得公务员报考趋于
理性。”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副院长、 教授施雪华表示，

公务员报考人数的降势与近年国家
力倡多种渠道促进就业创业的环境
有关。

严字当头， 分而选之
公务员选拔更加科学
除了是“最好国考年”， 也有舆

论将2016年国考称为“最严考试
年”。 依据最新修订的刑法， 国家公
务员考试中如被发现组织作弊、 为
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
者其他帮助、 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
提供考试试题和答案、 代替他人或
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
将面临最高七年有期徒刑的刑罚。

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负责
人表示，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将加
强与中央网信办、 公安、 工信、 教
育等部门的合作， 加大防作弊技术
和手段的应用， 严厉打击考试作弊
行为。

“作弊入刑， 刹住考试作弊的歪
风， 让公务员考试的规范化有了根
本性转变。” 施雪华指出， 除了严肃
国考的考风考纪， 2016年国考在深
化分级分类考试上也跨出了实质性
的一步。

（下转第三版）

山东德州陵城区：

乡村草根名师
在“俱乐部”幸福成长
■本报记者 魏海政

“原来， 让我准备一节公开课就会头皮发紧、‘痛苦不
堪’。”近日，回想起加入“教师成长俱乐部”之前的情景，山
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于集乡中心小学青年教师张盈还有些不
好意思，“现在，我每周三都参与俱乐部的公开课、听评课活
动，还加入了孙明霞等全国名师的工作室，通过网络平台研
讨交流，上公开课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轻松自如了。”

德州市陵城区共有166所学校， 其中160所分散在乡
镇以下的农村地区， 乡村教师队伍断层现象突出， 专业成
长缺乏平台。 如何搭建乡村教师自主成长的平台， 成了当
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

“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 主要在于农村教师专业素养
的提升。” 陵城区教育局局长孙剑锋说。 从2014年10月开
始， 陵城区在教师自主自愿的基础上， 引导组建教师成长
俱乐部、 工作室、 成长基地等， 搭建乡村教师专业成长平
台， 推动乡村教师的专业学习、 反思、 研究和交流， 强化
教师的自我成长意识。

“不能再这样沉闷下去了！” 边临镇高级小学老教师马
世伟说。 马世伟今年近50岁， 父母身体健康， 孩子也已
长大成人。 “现在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 我一个
月拿4000多元， 家庭也没有什么负担， 正是专心钻研教
育教学的时候”。 今年8月， 边临镇聘请全国优秀教师孙
明霞为导师， 组建了教师专业发展平台“明霞工作室”。
听名师报告， 参与明霞工作室、 课改大讲堂的教研活动，
和名师们进行网上研讨交流， 编辑俱乐部学习刊物 《聆听
花开的声音》， 马世伟和同事们的热情又被点燃了。 “现
在整天和俱乐部的一群年轻老师一起钻研教学、 写反思，
累上一天， 晚上回家的时候感觉特别充实！” 谈起俱乐部
的活动， 马世伟颇有感慨。

在神头镇高级小学的“教师幸福成长基地”，村小教师
段晓娜等10多名青年教师，风雨无阻，每周三都来参加成
长基地的教学研讨、听评课等活动。“在我们偏远的付店小
学， 很少有机会和其他优秀教师一起学习交流， 但在成长
基地， 老师们轮流主持教研学习、 同课异构等活动， 写教
学反思也有题材了。” 段晓娜说。 一年多来， 这个教师幸
福成长基地的年轻教
师， 已经有好几位评
上了全区教学能手、
优秀班主任。

（下转第三版） 基层
记 者 在 现 场

今 聚日 焦

南昌两中学教师
有偿补课被处分

本报讯（记者 徐光明） 记者
近日从江西省南昌市教育局了解
到，南昌市外国语学校教师欧阳晔、
孙建锋因违规有偿补课被处分。

欧阳晔是南昌市外国语学校高
一年级数学教师。 今年9月以来，
欧阳晔利用周六下午时间在学校附
近的“博创” 培训机构对学生进行
有偿补课， 参加其课外补课的学生
有5名。 培训机构收取每生70元/
次， 二八分成， 欧阳晔得八成。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初三年级物
理教师孙建锋， 今年9月以来， 利
用周六下午时间在“博创” 培训机
构对学生进行有偿补课， 参加其课
外补课的学生有21名。 培训机构
收取每生65元/次， 三七分成， 孙
建锋得七成。

南昌市教育局给予欧阳晔行政
警告处分， 责令写出书面检查； 一
次性扣除6个月的奖励性绩效工资；
两年内不得参加评先评优及晋升高
一级职称； 全市教育系统通报批
评。 同时， 责令孙建锋写出书面检
查； 一次性扣除6个月的奖励性绩
效工资； 1年内不得参加评先评
优； 全市教育系统通报批评。

筇曝光台 / 筲

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
视频会议召开

把适宜行业承担的
职业教育职责交给行业

本报北京10月26日讯 （记者 柴葳） 行业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 总结交流上
一届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 研究部署新形势下新
一届行指委的主要工作任务。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会议
并讲话。

鲁昕指出， 加强行业指导已成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重要机制， 提高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抓
手。近5年来，产教融合共同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局面
已经形成，各行指委紧紧围绕职业教育中心工作，积极发挥
研究咨询和指导服务作用，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行业指导
机制更加健全，行业指导能力明显提升，全面参与标准体系
建设，积极推动培养模式改革，指导服务领域逐步拓展。

鲁昕对新一届行指委主要工作任务提出明确要求， 要
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上下功夫， 加快推进现代职教体
系建设， 跟踪推广典型经验， 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要
在深入推进校企协同育人上下功夫， 推动行业制定有效政
策措施和激励手段， 充分发挥密切联系企业的优势， 深入
推进集团化办学； 要在指导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上下功夫，
指导建设特色鲜明、 效益显著的专业群， 积极参与职业院
校教学诊断和改进工作； 要在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上
下功夫， 推动各行业制订激励措施， 鼓励企业能工巧匠、
业务骨干到职业院校兼职； 要在加强行业指导能力建设上
下功夫， 强化制度规范和作风建设， 注重吸收行业企业专
家参与行业指导工作。

鲁昕强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转变管理方式，创
新工作机制，通过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把适宜行业
承担的职业教育职责交给行业企业。 （下转第五版）

会议发言摘登见三版

【深度】

还塑胶跑道一个洁净无毒的面孔

隰 详见第五版

最近，各地接连爆出塑胶跑道有毒、有异味的现象，
尤其是在中小学当中，造成了学生流鼻血、学校停课，甚
至拆除新建塑胶跑道的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为了用科学的视角来正确对待塑胶跑道是否有毒
的观点和现象， 用专业知识来解答如何建造合格的无
毒的塑胶跑道， 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体育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