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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少成长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迎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大兴实验小学一年级的
学生，在这里举办主题为“领略古人智慧，感受汉语之美”的校园夜宿大世界活动。图为学
生们在图书城里自己动手搭建的夜宿帐篷。 安宁 摄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实
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政治保
证，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现代
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着意于在查
短板、补短板上下工夫。

查短板、补短板，必须强
化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常常涉
及利益博弈甚至与违纪违法
行为作斗争，没有党组织的
强有力领导和推进，许多工
作无法做，也做不下去。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应着力建立健全责任
体系，使责任层层传递、层层
压实。各级领导班子要建立
健全定期研究、布置、检查党
风廉政建设制度。领导班子
尤其是主要领导要担起排查
分析和整改问题的组织责
任、督促责任。要全面落实
基层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在
高校结合管理重心下移，完
善党政联席会议规则，全面
建立二级学院党委、书记向
学校党委、纪委报告履职情
况制度。

强调千遍，不如问责一
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必须强化问责机制。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
职必追究。领导干部不能当
好好先生，一定要敢抓敢管。

查短板、补短板，必须切
实严明纪律尤其是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必须强化看齐
意识。重点是要强化在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政权意识、
核心意识、阵地意识上，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看
齐。在这些方面，我们各地各学校都绝不能含糊，我
们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绝不能含糊，我们每
一名党员和公职人员都绝不能含糊。这是政治要
求，也是纪律要求。

查短板，补短板，必须着力解决问题。当前，在
高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继续教育管理尤其是财务
管理不规范，一些高校举办继续教育截留培训费、教
学费，违规使用经费等，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漏洞多，

“四风”整治还不到位，学术不端时有发生。在地方
和中小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捐赠资金管理
不规范，有的县（市、区）教育基金会没有做到阳光运
行；一些中小学食堂收支管理比较混乱；个别学校仍
存在着违规收费、违规举办有偿培训班等问题；在职
教师有偿家教问题仍比较突出。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我们不仅必须解决这些经常发生的老问题，还要
随时随地注意发现和防范解决各类新问题。

查短板，补短板，必须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必须
强化党委监督。党内监督，党委监督是第一位的监
督。最重要的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把民主基础
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好。

进一步加强纪检监督。我们要自觉接受监督，
仅仅是结果监督还不够，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全过
程对领导班子决策尤其是“三重一大”事项进行监
督，以及对关键工作和关键事项进行监督。

完善内部审计工作。我们已在全省教育系统建
立起了一个上下全覆盖的内部审计制度和工作机
制。这一制度和机制推动防范腐败工作前移，比较
好地及时消除了一些腐败隐患。项目要优化，指向
突出问题，加强专项审计；整改要加强，凡是审计出
的问题，各地各高校都要认真整改。
（作者系浙江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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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通讯员 刘尚正 胡庆
林）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毕业生
赖坚自主创立的食品公司年收入已经突破2亿元，毛利
近 3000 万元。和赖坚一样，学校很多创业明星都是从
该校创新创业园走出。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立足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加
快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充分整合多方资源，为有
意愿创业和有创业项目的在校大学生提供低成本的营业
场所和企业孵化服务，将创业指导、创业实训、创业孵
化相结合，加强创业场地、创业设施等硬件建设，加大
对创业孵化基地的资金支持。

近年来，该校积极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引导
大学生投身自主创业，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比
赛，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取得了一系列优
异成绩和显著成效。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创业“全链条”服务扶持学子

本报讯（记者 徐光明 通讯
员 彭福华）近日，井冈山大学组
织第 5 期红色励志班学员来到井
冈山烈士陵园，祭扫先烈英魂。来
自内蒙古的励志班学员宋晓娜表
示，因为家里四代从军，自己从小
就对井冈山有独特感情，因此选择
报考井冈山大学。

3 年前，井冈山大学成立“红
色励志教育中心”，精心设计培训
方案与考核细则，每学期从数千
名自愿报名的大一学生中选拔
200 人组成红色励志班，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实行准军
事化管理。每期学员在正常专业
学习之余，全天候主动接受“励
志精神培育”“励志实践体验”

“励志精神传播”，接受理想信
念、革命传统、意志品格、行为
规范等培训。

至今，励志班举办了 5 期，

培训 1000 名学员，结业 900 多
人。通过培训的学员，专业学习
的动力更足，良好品行基本养
成，成为了校园的一面面旗帜和
大学生的一根根标杆，对全校优
良学风校风形成起到了带动作用。

多年来，井冈山大学坚持以
井冈山精神办学育人，确立了

“以立德树人为使命，以课程开发
为重点，以平台载体为依托，以
社会实践为抓手”，努力做好井冈
山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
作思路，打造了鲜明的红色校园
文化，塑造了具有特色的大学精
神。

学校根据红色资源的性质和
大学生的认知接受特点，创新展
示式、演出式、参与式、体验
式、研究式并重的教育熏陶方
式，借助丰富的红色素材、多样
的活动载体、鲜活的教育场景，

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
实效性、亲和力与感染力。

井冈山是红色资源的宝库。
自2004年开始，学校在大一新生
中开设 《井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
生》 校本必修课。通过多样化的
教学形式，让学生从历史实物、
实景中，直观地感受波澜壮阔的
井冈山革命历程，让井冈山精神
入脑入心，成为学生“真心喜欢、
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质课程。

由井冈山大学牵头创编、井
冈山大学在校学生演出的音乐舞
蹈史诗 《井冈山》，以教学演出的
方式讲述井冈山革命史和井冈山
精神。作为一堂必修课，大一学
生至少要观看或参演 《井冈山》
一次，让他们在排练、演出、观
看或围绕剧目开展的摄影、绘
画、评论等竞赛中接受洗礼。大
二和大三期间，学校至少组织一

次前往井冈山旧居旧址的现场教
学，走一次“朱毛红军挑粮小
道”，让学生尽情感受井冈山的红
色之美和绿色之美。

从 2007 年开始，学校利用暑
假和寒假组织大学生走出校门，
开展以“白天与农民同劳动，晚
上听农民讲红色传说”的社会实
践。学生们在教师指导下遍访旧
居旧址、革命博物馆、敬老院和干
休所，感受轰轰烈烈的革命历史，
聆听先辈可歌可泣的事迹。学校
每年还举办红色文化艺术节，形成
了“井冈山精神个个能背、井冈红
色故事人人知晓、井冈山红色歌谣
处处传唱”的校园文化氛围。

井冈山大学党委书记彭涉晗
表示，学校将坚定走特色兴校之
路，不断激活红色基因，夯实大
学生的理想信念，努力创造“井
大经验”。

办好一个班 上好一门课 演好一台史诗 做实一项活动

井冈山大学：激活红色基因 夯实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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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北大学生弑母
案成为焦点新闻。如何让学生
远离冷酷与冷漠？厦门理工学
院让学生在微信平台晒寒假期
间的“亲情作业”，用亲情赶走
冷漠。

商学院2015级学生李海晗
把家乡的米酒作为主题。她在

《酒是故乡醇》里写道：就让我好
好珍惜这身在酒香与故乡的日
子，用心去完成我的“亲情作业”，
用情去陪伴我的每一位家人。

在学校的微信平台上，学生
们共投稿 141 篇，其中有 18 篇
成为主推稿。在“快乐假期”栏
目里，话题贴达到2015个，参加
互动人数高达54597人次。

经济与管理学院 14 级电
子商务专业学生李凯明，自2岁
起就与奶奶相依为命，至今已
经17年，而奶奶今年刚好71岁
了。他说：“开学前，我想起寒
假还有以前生活中和奶奶相处
的故事，突然就很有感触，想要
把它记录下来。”李凯明笔下的
祖孙情也触动了很多人，有网
友在文章下面留下了长评论，
谈起了自己过世的奶奶，遗憾
不能陪老人到最后，并留言：

“要珍惜在一起的时光，相伴长
久。”学校国际教育学院辅导员
郑艳萍说，这反映了学生对亲
情的珍贵有了更深的认识。

学校党委副书记林志成
说：“从亲情作业里，我们看到
了情感的感染力，看到了我们
长期以来重视亲情教育的成
果。”他表示，北大学生弑母案，
是亲情教育缺位的极端体现，
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但要有扎实
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丰
富的情感，成为有责任感的人。

国际教育学院 2015 级甘
晗轩在寒假期间，参加了家乡
的“春晖公益行动”。她拿起相
机，步行 2 个多小时，到山区为
村民拍全家福。回校后，她以
此为主题，写下《此节此情 我
的守望》这篇文章，发表在学校
微信平台上。她说，以前因为
埋头读书，对家乡认识少，与邻
居沟通也少，通过这次亲情作
业，自己懂得了要更多关注家
乡的人，关注身边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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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熊杰

通讯员

施思

陈翔

小学生夜读图书城

3 所初中、4 所完全小学都有
铺设人造草皮的 7 人制或 5 人制标
准足球场，就连 2 个教学点也设置
了有球门网的简易足球场。这是近
日记者沿着湖南省临武县东北向，
走访该县比较偏远的麦市镇、万水
镇和西山瑶族乡时沿路所看到的。

在西山瑶族乡武源小学，记者
正赶上学校组织足球赛，5 年级两
个班对阵。“尽管地处偏远，但是
学校建好了足球场，周周有球课、
期期有球赛。”该校校长黄琦说。

临武县足球办常务副主任、教
育局局长唐济国告诉记者，近年
来，临武县坚持一手抓校园足球普
及，一手抓特色人才培养，区域性
整体推进校园足球发展，做到了

“校校有球场、班班有球队、周周

有球课、期期有球赛”。目前，临
武县全县中小学足球课开课率达
100% ， 校 园 足 球 普 及 率 达
100%，临武县也成为湖南省青少
年校园足球省级试点县。

就在四五年前，临武县绝大多
数学校的校园足球还是一块空白，
他们如何从零起步做到快速普及？

在临武县政府提供的工作材料
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力度：成立
以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为组长的县创
建全国校园足球试点县工作领导小
组，全县 13 个乡镇、62 所中小学
校也相应成立校园足球发展领导小
组，组建了校园足球办公室。

不仅如此，从2015年起，临武县
政府计划连续 3 年每年投入不少于
500 万元，专项用于场地建设和补

充、更新器械；124 个县直单位每年
落实帮扶资金1万元以上，对口帮扶
52所完全小学以上学校发展校园足
球；每年学校自筹和社会捐助发展校
园足球超过180万元。同时，各学校
将体育工作专项经费纳入学校年度
经费预算，年生均体育教育经费占
10.5%以上。在全面实行校方责任
险的基础上，为学生增购运动意外伤
害险。规划3年建86块标准足球场，
到2015年冬，全县已投入2000万元
建设标准场地42块。

体育教师短缺是各地开展校园
足球工作时普遍面临的问题，临武
通过外培、县培、校培 3 个途径进行
培训，较好解决了师资问题。其中，

“外培”对象为普及足球骨干人员，
除了到教育部接受培训外，还到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接受专业培训；“县
培”对象是体育教师、足球教师、裁
判员，县里请湘南学院体育系足球
专业的教师，来县里举办了共 3 期，
总时长近两个月的培训班，对这些
教师进行了系统培训；“校培”是全
员培训，教师一个不漏都要参加，主
要由学校足球教师讲课。

在一系列努力下，校园足球在
临武县已经风生水起。采访中，记
者来到临武县三中，这是一所拥有
3500 多名学生的郴州市示范性初
中。走进校园，碰巧遇到 4个班在
同时在上体育课，其中两个班上足
球课。该校校长陈志文说，如今学
校建成了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实现
了“六个一”，即一人一足球，一
班一足球兴趣小组，一年级男女各

一支足球队，每人每天一小时足球
活动，每个班每周有一节足球课，
一个学校校内按班、按年级每学期
举行一次足球联赛。

值得一提的是，临武县发展校
园足球力度大，但也不是“一刀
切”。唐济国说，足球是集体项
目，比其他球类项目容量都大，有
利于更多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因此，临武县把发展校园足球作为
县里的一项特色教育来推动，但同
时也尊重学生的多元兴趣，但凡没
有从学生实际出发，初中没有开展
5 项以上、小学没有开展 3 项以上
特长运动，也视为不合格，“提倡
一师一专长，一生一特长”。

普及不“普急”，或许是临武
带来的有益启示。

几年间，湖南省临武县校园足球从零到快速普及，却依然尊重学生多元兴趣——

校园足球，普及不“普急”
通讯员 李让恒 本报记者 阳锡叶

本报讯（记者 孙军）在日前
举行的 2016 英国梅纽因小提琴大
赛中，来自中国青岛的 16 岁少年
何子毓获高级组金奖。

2016英国梅纽因小提琴大赛4
月7日在伦敦开幕，来自全球4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小提琴艺术家在为
期 11 天的比赛中切磋技艺。获得
梅纽因金奖当日，即有专业音乐人
士评论称，何子毓获得冠军，打破
了多年来中国小提琴选手在国际大
赛中与冠军失之交臂的尴尬。

何 子 毓 5 岁 开 始 学 习 小 提
琴，12 岁直通萨尔茨堡莫扎特音

乐学院少年天才班，他的老师是
青岛市图书馆小贝壳少年爱乐交
响乐团的团长张向荣。张向荣回
忆，何子毓初来学琴的时候，是
青岛市李沧区安国路小学的一名
普通学生，但初一上手，就表现
出了特别的天赋。基于他的特
点，张向荣带领何子毓直奔萨尔
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的大师班，

“不管是演奏技术、音乐表现力，
还是对作品的理解，何子毓都有
着令人惊艳的表现”。

在获得梅纽因小提琴大赛冠
军前，何子毓已经是一路摘奖：

2012 年西蒙歌德堡国际小提琴比
赛，一举夺得第一名并获三项大
奖；2013 年参加申塔尔国际小提
琴 比 赛 获 得 特 别 奖 和 第 三 名 ；
2014 年参加欧洲青少年艺术家电
视大奖赛，荣获奥地利欧洲青少
年艺术家称号，当地媒体在报道
时不止一次地用到了“华人神童”
这个称号；今年 2 月份，何子毓又
获得了第 12 届萨尔茨堡莫扎特国
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同时获得
了新音乐最佳诠释奖。

耶胡迪·梅纽因爵士是 20 世
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梅纽

因小提琴大赛”由梅纽因先生于
1983 年创立，专为年龄低于 22
岁的青少年小提琴爱好者设立。
该项比赛是世界水平最高、最为
著名的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之一，
具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在当今活
跃于世界乐坛的小提琴家之中，
有很多人曾参加过梅纽因小提琴
比赛并获奖，例如世界顶级小提
琴家之一朱莉亚·费舍尔、英国
国宝级小提琴家塔斯敏·利特
尔、柏林爱乐乐团新任首席樫本
大进，以及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吕
思清、宁峰、柴亮等。

16岁少年何子毓获梅纽因小提琴大赛金奖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 通讯员 阎世峰） 近日，
河北经贸大学成立中东欧国际商务研修学院，并与河北
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达成框架协议，为河北省电力
建设第一工程公司量身定制中东欧市场开拓系列培训，
助力企业更好地发现“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巨大商
机。

据介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
国内企业在海外业务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急
需解决的问题。河北经贸大学成立的中东欧国际商务研
修学院，将根据企业需求不定期地开展一系列的相关内
容培训，开启了高校与企业就特定市场进行订单式合作
的新尝试，是实现校企双赢，高校助力企业丝路建功的
重要合作模式。

河北经贸大学：

量身培训助力企业丝路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