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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讯 （记
者 万玉凤） 清华大学申请并经
教育部同意，2016年起将在浙江
省实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
生试点，今天该校正式发布2016
年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评价
招生简章，招生总计划数为 105
人，考生报名通过教育部特殊类
型招生报名平台进行，报名时间
截至5月28日。

至此，今年参加浙江省“三
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试点的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等 8
所高水平大学的“三位一体”招

生简章已全部公布，在浙总招生
计划数超过1000名。

招生简章明确，清华大学今
年在浙江同时进行自主招生和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两
者可兼报但需重新报名。“三位
一体”综合评价，即以学生高考
成绩、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和
高校测试成绩为依据的综合评
价。招生简章明确，综合成绩按
照中学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折算
成满分10分）＋高校测试成绩（折
算成满分30分）＋高考总分（折算
成满分60分） 计算形成。若考生
综合成绩相同，则按单项顺序及
分数高低排序，单项顺序排列依
次为：高校测试成绩、高考总

分、中学学业水平测试成绩。
填报“三位一体”志愿学生

的综合成绩，分专业类从高分到
低分排序。学生需根据自身文理
分科进行专业类申请，医学类限
理科学生申请；仅允许理科类和
医学类兼报，每个专业类最多允
许填报5个专业志愿。

在选拔方面，将经过初评、复
试，根据学生报考的专业类及高
校测试成绩（含初评成绩和复试
成绩）确定入围学生名单，入围总
人 数 不 超 过 招 生 计 划 总 数 的
150%。入围“三位一体”资格的学
生必须参加2016年浙江省高考一
类科目组考试，并且达到同科类第
一批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招生简章明确，清华大学将
组织专家组进行初评，专家组将
根据学生的高中学习发展特点及
全过程表现，包括平时学业成
绩、学科获奖情况、参与课外研
究或学习的情况、科技发明/文
学创作/创意创新成果的情况、
文体特长情况、参与社会工作/
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志愿公益活
动的情况、综合获奖及突出事迹
的情况、个人陈述及推荐情况等
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审。复试将在
浙江省内举行，具体形式、时
间、地点将在报名系统中通知。

录取安排在 6 月 25 日之前，
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加浙江
省统一高考志愿填报和录取。

清华参与浙江“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现在在校大学生多为 95 后，
是伴随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人，被
称为“互联网的原住民”，高校辅
导员如何加强新媒体应用能力和

“互联网＋”工作思维，是不小的
挑战。正是基于此背景，首届北
京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论坛今天在京举行。

“有人说，未来的思政教育
要基于数据化来开展个性化服
务。”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专家
詹新惠认为，高校思政教育面前
有一对矛盾：思政教育全面进入
网络化、移动化、数据化、个性
化，网络与新媒体技术发展迅
猛、业务形态多样，但网络思政
教育相对滞后，新的技术没有跟
上。“具体说来，手机等新媒体
是大学生群体主要生活学习社交

工具，但他们对高校自身的新媒
体打开和使用频率比较低，学生
黏度不高，网络思政教育难以开
展。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刚起步，
协同性、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尚未
完全建立。”詹新惠说。

张琪，北京交通大学辅导员，
北京高校辅导员“琪人琪语”网络
思政工作室负责人。在他看来，
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存在“三多
三少”现象：事后灭火多，网络平
台多，广泛传播多；主动出击少，
优质产品少，精准分类少。“辅导
员应该全方位满足学生多元化成
长需求，做当代大学生精神成长
优质营养的供给者。”张琪认为，
可以从几个方面努力：原创一批
大学生耳熟能详、直击人心的深
入生活、深入现实、深入学生的原

创网络文章；制作一批符合网络
特点、制作精良、寓教于乐的新媒
体作品；打造全国知名的擅长大
学生思想引领的网络辅导员写
手。

曾鑫，郑州大学辅导员，“高
校辅导员在线”微信公众号运行
人。在曾鑫看来，思政教育要有

“互联网+”思维，这个“+”可以是
成长辅导，也可以是家校合力、职
业成长、价值引领等。

“高校面临的教育格局正发
生着改变，媒体已经成为影响学
生思想的第三课堂，比如潜在的
网络意见领袖在扮演着‘教师’
角色。”北京高校辅导员“星辰
大海”网络思政工作室成员、北
京科技大学辅导员崔睿认为，运
用互联网思维，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的解释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需要基于互联网规律进行“供给
侧改革”，输出优质精品，追求
精准传播，既要全覆盖全天候，
更要定制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很多辅导员
开始运用“众筹”的理念做网络思
政 工 作 ，辅 导 员 们 不 再 单 打 独
斗。北京交通大学辅导员任一
豪是高校辅导员联盟微信公众号
运行人，该公众号 2015 年 6 月上
线，旨在“影响对学生有影响力的
人”。“避免辅导员单独创立平台，
避免微信平台受众范围小，避免
推送内容不够接地气，避免推送
内容缺乏反馈，我们是想集万千
辅导员之智慧帮助每一名向平台
求助的学生。”任一豪说。

本报北京5月25日电

网络平台多优质产品少，高校辅导员呼吁——

网络思政教育也要“供给侧改革”
本报记者 赵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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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讯 （首席记者 高靓） 今天，教
育部与西门子公司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教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中德合作框
架下，面向“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培养创新型人才。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出席签字仪式并介绍了“十三
五”规划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
的部署。她表示，教育部和西门子之间的合作，将为其他
企业参与教育合作提供模式和参照，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促进中国的职业教育和工程教育朝着更加国际化、更加开
放的道路发展。

西门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赫尔曼表示，西门子长期
扎根中国的战略与中国的中长期人才培养目标相辅相成。
相信在西门子和教育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一定能够培养
出世界一流的工程人才。

根据此次签署的备忘录，双方合作的范围将涉及智能
制造创新实践基地建设、智能制造方向专业共建、教师应
用技术能力提升、教学资源建设、学生工程能力认证等，
双方还将联合举办“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面向“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
培养创新型人才

教育部与西门子
签署合作备忘录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记者 胡浩） 记者今天
从国家卫生计生委了解到，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国家卫计委下发通知，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保健服
务和疾病防治，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强制报告、医疗救治、
评估帮扶等工作，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教育工作，提升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发展能力，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信息采集
和健康状况监测评估等五项主要任务，要求各地进一步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关爱工作。

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而产生的大规模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
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欠发
达，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群众健康意识相对薄弱，农村儿
童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儿童营养、健康水平较差，普遍存
在体格发育落后、营养不良等问题。同时，由于留守儿童
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有效的监护照料、心理关怀、安全
防护指导，易出现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等问题，遭受意外
伤害、不法侵害，做出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加大。

通知要求，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进行营养与喂养、
疾病预防等方面的科学指导。继续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
改善项目，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加大儿
童预防接种工作力度，提高免疫规划工作质量。对农村留
守儿童较为集中的学校加强疫情监测，及时做好疫情处
置。各级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的农村留守儿
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
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
或不法侵害等情况，必须强制报告。医疗机构要及时收治
遭受侵害或意外伤害的农村留守儿童，协助相关部门做好
伤情鉴定、身心健康状况评估等工作。

国家卫计委通知要求

进一步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健康关爱

（上接第一版）
学科德育指导纲要主要是挖掘提炼语文、数学、外语

等 14 门课程中蕴含的德育元素，根据课程属性，归纳每
门课程的育人目标、德育范畴、突出课程的育人特点，强
调课程的核心素养与德育的有效契合，强化每门课程的育
人功能，达到全科育人的目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实施指导纲要依据教育部 《完
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统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融入教育教学和学
生生活，突出齐鲁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挥优秀传统文
化在人格教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培养学生根植于优秀传统
文化深厚土壤的高尚情操，实现弘扬传统美德和培育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

实践活动德育实施指导纲要对中小学生实践活动进行
了系列化设计，归纳了 12 个类型的活动形式，强化实践
活动在学校德育方面的重要载体作用，发挥实践活动在拓
展德育空间、创新德育方法、丰富德育内容、提高德育实
效等方面独特的优势。

全面加强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需要一支高素质师
资队伍。山东将在工资待遇、绩效考核、职称评聘、评优
选先、骨干教师培养等方面，加大对教师德育能力的倾
斜，保持专职德育教师队伍的稳定与发展。同时，加强培
训，配备专兼职教研员，组织经常性的教研活动，不断提
高德育一体化建设的质量。

“我们力求建立和完善德育课程一体化体系。纵向
上，中小学各学段有机衔接、前后贯通、有序递进、符合
学生身心发展和认知规律；横向上，挖掘各学科、实践活
动所蕴含的德育因素，发挥其特有的德育功能，实现全科
育人、全员育人；实施上，加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协
调融合，实现全科育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增强德育
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实现‘教’和‘育’的相互
融合，体现‘传道’与‘授业解惑’有机统一，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左敏说。

近日，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临城县临城镇中学用上了国内某虚拟现实公司研发的
“VR+教育”3D 教学解决方案成果，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教学，教学内容更加形象生动
直观、实验教学更加安全高效，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高、学得更快了。 陈会彦 摄

山里娃用上“VR”技术

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讯 （记
者 高毅哲）“也许，我们再也
找不出一位可以称作‘先生’的
女性了。”著名作家、翻译家杨
绛先生今天凌晨在北京协和医院
去世的确切消息一发布，网络社
交媒体就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话。

在中国的文化里，能被称作
先生的女性，往往德高望重，受
到大众的普遍爱戴，她从容的仪
表里，蕴藏着时代变幻的风云。

杨绛就是这样的女性。
这位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女

性，见证了百年中国。她出生的
1911年，还是清宣统三年，清王
朝的尾声。1 岁时，是中华民国
元年。38 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

杨绛先生一生创作不竭，著
作丰厚。她早年创作剧本 《称心
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
等，被多次搬上舞台；她翻译了

《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 等
多部高水平译作；1980年她发表
了长篇小说 《洗澡》，1981 年发
表 《干校六记》 并被译成多种语
言，1985年散文集 《隐身衣》 英
译本出版⋯⋯

但她在百年岁月里，一次次
承受命运的颠沛流离，然而不论
是连绵的烽火还是时代的荒唐，
不论是冷漠的人心还是无情的疾
病，在她面前都一一败下阵来。

她一生追求独立和自由，是
隐忍赋予她强大。她说，有时“我
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
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含忍
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
含忍”。

“文化大革命”时，她经历抄
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面
对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她
隐忍。让她去打扫厕所，她就把
厕所擦得极其干净，没事的时

候，她坐在马桶上看书。这期
间，她完成了 《堂吉诃德》 的中
文翻译。“文革”结束后，她的
译本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
牙国王。

在爱女、丈夫两年内相继辞
世之后，时年已近九十高龄的她
依然隐忍。她用文字排遣胸中的
苦难。2003 年，她出版 《我们
仨》， 书 中 没 有 撕 心 裂 肺 的 痛
苦，只有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
万千国人。

她的隐忍，源自她的个人修
养。她曾对人讲起，一次父亲问
她：“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
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
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
白活了。”

她回忆父亲对她潜移默化的
教育，通过行动让她体会到“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她的爱情故事，是她人生传
奇最耀眼的篇章。

她本身是著名女作家、文学
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然而
她最著名、最为大众所知的身
份，是钱钟书夫人。

青布大褂、毛底布鞋、戴一
副老式眼镜。这是钱钟书给杨绛
的第一印象，杨绛形容第一眼的
钱钟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杨绛一生追随钱钟书，甘愿
站在丈夫身后。杨绛曾说，她把
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
有价值。

但 她 的 才 情 并 没 被 婚 姻 淹
没，也没被才子丈夫忽视。钱钟
书由衷地说：“杨绛的散文比我
好，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钱 钟 书 的 名 作 《围 城》，
1989年将要搬上银幕前，杨绛为
表达主题写了两句话：“围在城
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

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 钟 书 对 此 评 价 四 个 字 ：
“实获我心。”

2001 年，钱钟书、杨绛决
定，把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
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
奖学金。截至 2016 年，该奖学
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元，惠及学子
上千人。

人们感怀她的一生，回味她
的爱情。人们发现，在这个跨越
百年的女性身上，寻求到了自己
可以在现世中生存的力量。

今天，她翻译的英国诗人兰
德的 《生与死》 在网上流传：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
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
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
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次，105 岁的杨绛先生，
真的走了。

杨绛先生“回家”了

辽宁开展“创文明校园”实践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记者日前从辽宁省义务教育德
育工作会议上获悉，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该省在全省
中小学校广泛开展“创文明校园·做最美少年”系列主题
实践活动。这项活动是辽宁省教育厅深入贯彻落实 《中小
学生守则》，引领和规范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和言行举止，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细、落小、落实，促进中小
学校风、教风、学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辽宁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树立万名践行
《守则》 最美少年、千名学生眼中最美教师、百所贯彻
《守则》 先进校，把活动贯穿于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
园文化和学习管理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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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通讯
员 赵伟） 45%的学生不喜欢写作
文、5%的学生害怕写作文⋯⋯近
日，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初中生世
界》 编辑部发布的 《2015 年江苏
省初中作文教学现状调查报告》 显
示，尽管作文教学在语文教学中举
足轻重，但不少学生却“谈作文色
变”，作文教学亟须唤醒学生的写
作兴趣。

调查显示，该省师生普遍意识
到作文教学的重要性，学生习作训
练数量充足。73%的师生表示，一
学期的作文篇数除了学校统一要求
的 6 至 8 篇大作文外，还有若干的
周记、日记、读书笔记等形式的作
文。

然而学生的习作态度却令人担
忧。调查发现，不少学生写作文纯
粹是应付任务，缺乏对生活的体验
与感悟，虚构、乱构现象普遍；选
材单一，撞车现象明显；语言表述
干瘪苍白；甚至有学生随着年级的
升高，写作水平不升反降。

调查也显示，39%的学生喜欢
作文题目与自己的生活体验相关。
江苏省特级教师、东台市实验中学
副校长樊智涛分析说，作文教学要
引导学生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
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
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写作是基于生活体验的一种真情
流淌，要让学生有话说、有情抒、
有理辩，必须要贴近生活。”

调查同时显示，42%的教师与
学生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46%的
教师与学生一起修改升格作文，但
仅有 9%的教师坚持与学生同步写
作文。樊智涛认为，一位疏于练笔
的教师是难以有效指导学生写作
的，纸上谈兵根本无法真正走进学
生的写作世界、感知学生写作的困
惑与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