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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讲台，从繁华城市到沂蒙山区，一干62年；
倾尽所有，累计资助2000多名寒门学子……
乡亲们自发为他立起一座塑像———

李振华：洒向学生都是爱
■本报记者 魏海政

“爷爷要去哪里呀？ 爷爷要去
哪里呀？”

看见老人要出门， 在一旁玩耍
的四五岁小男孩一边跟在后面， 一
边用稚嫩的童声问着， 那种亲切自
然的感觉， 好像这位老人就是他的
亲爷爷一般。

这位已经年届八旬的老人， 身
上的蓝色夹克和灰色衬衣， 经多年
的穿洗， 只能隐约看出一点原本的
颜色， 领口上也已磨出了一圈白色
的线头。

虽然已经退休18年， 但他每
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开的“孝
德讲堂”， 还需要他悉心张罗；
“振华青少年思想疏导热线”， 还需
要他去值守； 全县300多个村庄的
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 也是他走访
调研的对象； 那些需要资助的学
生， 他依然放不下……

这位头发已然花白， 但脚步稳
健、 一双不大的眼睛透着矍铄光芒
的老人， 就是山东省沂源县实验中
学原校长、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
范、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李振
华老师。

风华正茂， 毅然
支援沂蒙山

李振华原是南京人， 1953年，
还是南京师范大学在校生的他， 响
应党的号召， 卷起铺盖， 志愿来到
了地处沂蒙革命老区的沂源县韩旺
村支教， 住进了由3间破庙改建的
学校。

当时已经停课半年多的农村学
校， 因为“城里人” 李振华的到
来， 又来了38名学生， 最大的已
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 最小的只有
7岁。 在老区山村的孩子们最需要
的时候， 李振华成了山村孩子的希
望。

怎么教好这些学生？
看着学生们充满渴望的眼神，

看着村里连个会记工分的人都没有

时， 李振华的心被刺痛了！ “宁
可一辈子留在沂蒙山， 也要让孩
子们有学上！” 李振华暗下决心。

他甩开膀子， 自己动手制作
了28种教具， 白天给学生上课，
晚上给村民办起夜校， 业余时间
还翻山越岭走访学生家庭、 给孩
子们补课。 后来， 他又让父母从
南京老家寄了一台收音机， 和学
生一起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55年，
沂源县小升初的比例只有10∶1，
李振华教的应届毕业生， 则全部
考上了初中， 一时轰动全县。

“文革” 后国家恢复高考，
李振华的许多学生榜上有名。 在
当时沂源县所在的整个临沂地
区， 李振华所教的学科成绩名列
前茅。 地区教育局先后两次在这
里召开现场会， 推广他的教学和
管理经验。

1982年秋， 李振华调任新
成立的城关二中校长。

这所学校当时只招了两个班
108名学生， 平均入学成绩只有
28.5分， 26人的数学考了零分，
有的教师还在管教学生时被打
伤， 人称“一百单八将”。

在这种情况下， 李振华坚持
“转化一名后进生， 与培养一名
优秀生同样重要” 的理念， 提出
“洒向学生都是爱” 的精神， 采
取“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的治
校原则， 与老师们一起， 用行动
和真情感化学生。

一开学， 李振华就住进了
“一百单八将” 的学生宿舍， 与
这些被人另眼相看的孩子朝夕相
处。 在教学中， 他带领老师们采
取“小目标分层推进法”， 通过
一个个“小目标” 的实现， 激励
学生通过一点点的进步， 一步步
地靠近优秀。 一张张朴素的奖
状， 让这些经常遭受“白眼” 的
孩子感受到了老师的关爱和尊
重， 化作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3年后， “一百单八将” 的
平均成绩名列全县第一。 有人说

李振华创造了一个“点石成金” 的
现代神话。 后来， 人民日报专门刊
登了李振华所在学校转变“后进
生” 的经验， 并配发了评论———
《校长是关键》。

一心赤诚， 无怨
无悔为教育

刚刚参加工作时， 李振华每个
月的工资只有21元， 10元寄给父
母， 6元是自己的生活费， 另外5
元用来资助山区的贫困学生。

他一心扑在学生身上， 初到沂
源后连续3年没有回老家看望父
母。 因为对他来说， 回家的路途太
远、 车票太贵、 时间太长： 来回车
费42元， 恰好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可以资助很多贫困学生， 假期里他
还要帮学生补课。

1980年， 离高考只有两个月，
一封“父病重， 速归” 的电报从
南京飞来。 拿着沉甸甸的电报，
李振华思绪万千， 最后他狠狠心
把同样在准备高考的儿子叫到跟
前， 让他回老家照顾爷爷。 儿子
哭了， 李振华也哭了： “爸知道
你委屈， 可这些老区农民的孩子，
都指望着高考改变命运。 你是城
镇户口， 即使考不上大学， 将来
还有机会当工人……” 懂事的儿子
含泪点头回了南京。

没想到， 儿子回南京的第5
天， 李振华的父亲就去世了。 李振
华也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那一
年， 李振华所教的班级在全地区的
高考中独占鳌头， 他的儿子却名落
孙山。

后来， 因为母亲半身不遂， 眼
看着只有回乡照顾老人这一条路
了。 在反复的矛盾、 纠结中， 李振
华和家人开始默默收拾行装。

然而，启程的那天早晨，李振华
推开家门的一瞬间， 眼睛哗一下就
湿润了：一大片父老乡亲站在门口，
有的提着鸡蛋，有的捧着水果，没有
一个人说话，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不
少人在悄悄地抹着眼泪……

那一瞬间， 李振华作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我留下来， 不
走了！”

沂源山区的群众先后派了8个
女孩， 轮流到南京照顾老太太， 只
为了“让李老师能安心教书”。

时间一久， 李振华实在不想再
拖累乡亲们了， 将老母亲接到了沂
源。 离开故土又难以适应北方气候
的老人， 在一年多后去世。 李振华
悔恨交加、 长跪不起。 闻讯赶来的
乡亲们也哭喊着： “老人家， 您不
要责怪李老师， 他是为了俺这里的
孩子们啊！”

有人说， 一个老师， 难道真的
这样不可或缺、 不可替代吗？ 和李

振华共事多年的沂源县实验中学校
长李振义说： “水平高的老师并不
难找， 难得的是李振华老师一颗博
大无私、 时时处处惦记着革命老区
孩子的慈父般的心！”

倾其所有， 白发
依旧助寒门

献了青春献终身。 1997年，
李振华退休了， 但他的心， 依然在
沂源山区的孩子们身上。

从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起， 李
振华就坚持每月捐出工资的四分之
一， 资助贫困学生。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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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在给学生上法治教育课。 任昌乾 摄

《互联网+时代儿童的在线风险和机遇———中国青少年宫儿童网
络安全和媒介素养状况报告（2014—2015）》显示，在幼儿园时期，
“00后”儿童的三大媒介（手机、平板电脑、电脑）的接触率就已超过
80%；成人没有成为儿童使用新媒介的表率。 隰 详见第五版

【深度】

数字时代，我们怎样和“00后”一起成长
小组合作学习， 是新课改理念在实践中的体现， 是在以“导学

案” 为代表的“先学后教” 的教学模式下产生。 只有综合处理好小
组合作学习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关系， 才能保障小组合作学习常态性
地健康发展。 隰 详见第九版

【课程】

小组合作学习如何“内”“外”兼修

清华举办“另类”招聘会，近百家企业提供3000余创业实训岗位———

想创业，先到企业“学艺”何如？

■本报记者 万玉凤

一场别开生面的创业企业招聘
会近日在清华大学举行。 与以往不
同， 参会企业不是在大型场馆设置
展位， 而是选择在学生公寓前的道
路两旁“摆摊”， 有的企业搬来了
“模拟赛车” 等设施请学生现场体
验， 有的打出了“清华师兄师姐喊
你回家” 的标语， 别出心裁地吸引
学生。

在两天时间里， 来自教育金
融、 文化创意、 智能硬件、 软件服
务、 生活消费等领域的近100家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优质创业企业，

带来了超过3000个高质量的创
业实训岗位需求。 其中， 不乏搜
狗、 知乎等知名企业， 也有像脉
脉、 人人贷等业界新锐。

“这是清华以‘创业实训’
形式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积
极探索， 也是国内首次由高校组
织举办的专门针对创业企业的招
聘会。” 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孙宏斌介绍说， 本次招聘会提供
的岗位中， 半数以上是实习岗
位， 除服务应届毕业生以外， 还
为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参与
创新创业体验的机会。

来自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
指导中心的数据显示， 该校每年
约有3200名毕业生参与就业，
硕士研究生人数约为1800人，
博士生、 本科生分别为900人、
500人左右， 创业人数占比约在

2%。 而来自该校团委对近千名学
生的调查却表明， 有近60%的学生
有创业意向。

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
心主任林成涛表示， 对在校学生来
说， 光有创业意愿还不够， 创业需
要有能力支撑。 “创业实训” 模
式， 就是要通过提供实际参与创业
企业工作的实训岗位， 以实践教育
的方式， 为更多学生营造创新创业
环境， 让他们有勇气、 有机会、 有
条件尝试创新创业。

记者在招聘现场了解到， 不少
清华学生都选择了实习岗位。 来自
计算机系的一名学生将简历投给了
一家软件公司， “我也有创业的打
算， 但工科出身不懂管理， 想体验
一下”。

创业企业也“求贤” 若渴， 在
他们看来， 实习生并非是来“打酱

油的”， 不仅给出不菲的实习待遇，
还提供了参与核心业务的机会。 对
应聘全职岗位的毕业生， 更是“优
待有加”， 十三月薪+丰厚期权+奖
金的薪酬结构， 成为不少企业的标
配。 但也有创业企业负责人坦言，
创业企业的待遇与大型企业相比，
优势不是最明显的， 很多应聘者更
看重的是创业团队的文化氛围， 他
们也非常渴望能招到志同道合的
人。

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余潇潇
介绍， 今年暑假， 学校组织20多
名有创业意愿的在校生去杭州、
无锡、 青岛等地的创业企业实习，
亲身体验到的创业企业氛围对他
们触动很大。 来自清华美院的
2013级本科生金思昭说， 创业企
业虽然规模不大， 但却走在行业
前端， 善于打破常规， 实习开阔

了视野， 亲身感受到团队合作的
文化， 并有机会参与公司核心业
务讨论， 有种主人翁的感觉。 金
思昭建议， 有创新创业热情的学
生应该多参与尝试。

与传统招聘会人山人海的场景
不同， 或是因为这场招聘会安排在
上课日， 不少学生骑车路过， 看几
眼， 停留一下， 又匆匆上路， 面对
面交流的并不多。

在林成涛看来， 创业企业尤其
是初创企业， 虽然发展机会大， 但
风险也大， 有意向加盟创业团队的
人数少， 也属正常。 孙宏斌认为，
创新创业教育目前面临的问题， 首
先是热度不够， 在营造氛围和观念
改变上， 高校还需要发力。 在学生
与创业企业家间搭建桥梁， 营造校
园创新创业氛围和文化， 正是这场
创业企业招聘会出发点所在。

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筲/

重庆鼓励高职院校
参与科研重大项目研发

本报重庆10月27日讯 （记者 胡航宇） 在今天召开
的重庆市高校科技工作会上， 重庆教委主任周旭提出， 要
全面提升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 未来5年， 重点支持建设
50个高校市级创新团队； 加大对高职院校应用性科研项
目的支持力度， 支持高职院校加入本科院校、 科研院所的
重大项目或研发团队。

重庆出台的 《关于深化高校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的意见》， 从科研导向、 人才培养、 平台建设、
管理改革、 产学研合作、 师生创新创业、 科技评价改革、
资金保障、 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规划布局。

围绕支柱产业及战略新兴产业， 重庆提出加大对高职
院校应用性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 支持高职院校加入本科
院校、 科研院所的重大项目或研发团队， 要求各高职院校
主动融入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体系。 加强产学研合作共
同体建设， 主动联合本科院校、 科研院所、 行业企业等共
建产品研发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应用技术工程中心、 重
点产业技术积累创新合作平台、 技能大师工作室等， 实现
平台共享， 项目共研。 支持以国家示范、 骨干高职院校为
核心， 建立高职院校科技成果转化联盟， 成立科技成果转
化技术机构。 积极鼓励高职院校通过技术许可、 转让和入
股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重点转化一批产业前景好的
应用技术推广项目。

江西明年起本科高职
分开填报志愿

本报南昌10月27日讯 （记者 徐光明） 记者今天从
江西省教育考试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江西省教育厅出台
新规， 从7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考
试管理。 从2016年开始， 实行本科、 高职 （专科） 分开
填报志愿， 本科批次录取结束后再填报高职 （专科） 批次
志愿。

江西严格清理、 精简报名点， 对不具备条件、 资质的
报名点予以取消。 相对固定报名时间， 超过规定时间不得
补报名。 所有类别考生必须参加网上报名。 报名点通过网
上报名信息采集系统对考生进行现场拍照， 非全省统一规
定的现场拍照信息一律不得上传。 普通高考全部在标准化
考场考试， 确保所有考场视频监控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实
施视频监控考试过程， 全程记录考试情况， 考场视频监控
资料须完整备份并至少保存半年。

从2016年开始， 在提前本科批次， 对认可江西省艺
术统考成绩的外省高校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实行平行志
愿； 实行本科、 高职 （专科） 分开填报志愿， 本科批次录
取结束后再填报高职 （专科） 批次志愿。 高职 （专科） 批
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在高职 （专科） 志愿填报后单独划定，
推行平行志愿， 实行多次征集志愿； 江西省内外高校对招
生计划的调整， 须在正式投档前完成， 正式投档后， 高校
由于各种原因向江西省增加的计划， 将在网上进行公布，
并按招生录取原则面向全体考生征集志愿。

青海高校毕业生今年
初次就业率达92.17%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教育厅
获悉， 今年， 在高校毕业生持续增加、 经济下行压力继
续加大、 就业市场乏力的形势下， 青海高校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再创历史新高， 特别是就业质量有了较大幅度提
升。 截至9月1日， 该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共计14910人，
就业13743人， 初次就业率为92.17%， 比上年提高1.52个
百分点。

据介绍， 2015年青海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主要
有4个特点： 一是各学历层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稳中有
升， 就业质量大幅提高。 二是各民族毕业生的就业率均
稳中有升。 今年， 汉族毕业生8035人， 初次就业率为
91.87%， 比上年提高0.83个百分点； 少数民族毕业生
6875人， 初次就业率为92.52%， 比上年提高2.38个百分
点。 三是青海生源毕业生的就业率略高于省外生源的就
业率。 四是毕业生去向多元， 除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外，
企业日益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

上海戏剧学院创排舞蹈进京

10月26日， 演员表演现代舞蹈诗 《红》。 上海戏剧学
院创排的现代舞蹈诗《红》 10月26日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
上演。 身着红衣的青年舞蹈演员通过“力” 与“美” 的表
现手法及“红色” 与“黑色” 的对峙和搏击， 体现了共产
党人的精神追求。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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