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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之 道
——苏州大学的探索
通讯员 姚臻 丁姗 本报记者 储召生

不在省会城市，不是部属高
校，对一所大学来说，似乎意味
着“先天不足”；在这样一所大学
里，谈论“双一流”话题也似乎
缺少些“底气”。
不 过 且 慢 ，请 看 数 据 ：
“2016
自然指数”排行榜上，该校位列全
球高校排名 78 位；ESI（基本科学
指标数据库）数据显示，该校 7 个学
科跻身全球前 1%……
这就是有着 116 年历史的苏
州大学。其探索创新、追求卓越
的一流之道，让人着迷。

育人之道：多样供给
因材施教
自学 IOS 开发语言、独立研

“书院实施全程全员导师制，
在课程学习、科研项目、生涯规
划、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学生切
实有效的指导。同时，文理渗
透、学科交叉的宿舍文化，开阔
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聊起自
己的成长环境，左辰豪感受深
刻。
在苏州大学，学生有各种机
会参与科研活动。
作为 17 所国家试点学院之一
的 苏 州 大 学纳米 科学技 术学院，
每名本科生从大一起就能进入实
验室参与纳米领域最前沿的科研
课题，经过“专属”导师的专业
培训后，还能直接操作使用学院
总价值超过 1 亿元的实验平台设

备。
而在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通过学院搭建
的国际化教育平台，走出国门拓
展国际视野。2013 年以来，该学
院已有 45 名本科生获得国家留学
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的资助，赴国外高校进行为期 10
个月以上的交流学习。仅今年上
半年，学院就有 26 名学生收到了
多所国外知名大学的预录取通
知。
苏州大学教务部部长周毅介
绍说，近年来，学校不断完善教
学模式、课程建设与课程考核形
式， 实施了新生研讨课 、微课、
翻转课堂、课程过程化考核等一

系列改革举措，并通过卓越工程
师、卓越医生等各类拔尖人才培
养计划，多措并举推进本科生教
育改革进展。

学科之道：强强联手
协同创新
近日，一场有关抗肿瘤药物
研发的跨组研讨会，在苏州大学
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召
开。4 个多小时的交流中，血液学
研究中心教授何苏丹课题组与药
学院教授张小虎课题组围坐一
起，汇报各自研究进展、分析讨
论实验数据，共同制定课题研究
下一步计划。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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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避教师的名与利

本报

记者
人才培养，教师是关
键。中国农大前期调研显
示，教师最大的压力来源于
万玉凤
科研、职称晋升，教学反而
是教师群体感受最小的压
力。这一现状的根源，无外
乎评价导向。
“科研与教学不是对立
关系，没有一流的科研，也
不会有一流的教学。但在奖
励机制和工作推动机制上，
教学明显不如科研，这也是
事实。”在全校本科教学改
革工作研讨会上，中国农大
党委书记姜沛民说，“重科
研轻教学”尽管有着比较复
杂的因素，但不能因为教学
工作难以考核和评价，就放
弃和无所作为。
怎样才能扭转这一现
状？
“必须解决好教师名利发
展问题。
”
作为主管教学的副
校长，
王涛对此有清醒认识，
职称评定及收入体系应导向
教学，
完善与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在此次改革中，中国农大明确建立教学型教授岗位制
度，晋升指标按比例单列，还将教授、副教授教学工作量
要求纳入岗位聘任合同，完善教学工作量核定标准，按照
课程类别、教学工作量和质量确定教学津贴。此外，除了
调整和提高部分教学奖励标准外，还将扩大奖励覆盖面，
使更多倾情投入教学的教师能得到奖励，并将探索建立核
心课程责任教师津贴奖励制度。
“‘十三五’期间，学校将重点在建立健全教学管理
体制、教学研究体系、教学考核评价体制、教学保障体制
等方面加强统筹规划，除了把教学改革进一步聚焦新的课
程体系建构和教学方法革新外，还将在教学保障体系上努
力寻求新突破，通过切实有效的举措，把重视教学、重视
培养落在实处。
”姜沛民表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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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民办校有了事业单位身份

体制内外人才同等对待 增加公益服务供给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吴 彦
记者 史望颖）“呼吁那么多
年，终于看到了阳光，内心充
满期待！”日前，从业 13 载的
宁波荣安实验中学校长冯艳，
从市编委办领到 《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 后激动地说。
所谓事业单位，既有国家
机关举办的“公办”单位，也有
国有资产成分、社会力量举办
的“民办”非营利性公益机构。
如何让公办校和民办校“平起
平坐”？宁波试点各类事业单
位统一登记管理工作，通过赋
予民办公益机构事业单位“身
份证”
，帮助体制内外人才同等
对待、有序流动，
增加公益服务
供给，逐步实现基本公益服务
均等化、优质化发展。
荣安实验中学是宁波首家
获得事业单位法人身份的民办
学校。
“ 民办教育有了‘身份’，
民办学校老师就没有了后顾之
忧。”冯艳说。长期以来，对于
民办学校而言，人才流动瓶颈
和社保待遇是两个不能不说的
“痛点”，辛辛苦苦培养了好几
年的教学骨干，为了得到事业
编制身份选择出走。
此次试点，宁波让民办学
校和公办事业单位一样“平起
平坐”，除经费财政不保障、人
员财政不供养外，在资质认定、
用地保障、税费减免等方面，享
有同类公办事业单位同等待
遇，并享受政府对民办社会事
业的扶持政策。宁波编委办负
责人表示，改革在不突破法律
框架、不增加财政负担、不改变
民办性质及公益属性的前提
下，
“尽最大可能让老百姓感受
到深化改革带来的获得感”。

●值班主编：高毅哲

发 APP 游戏，申请到苹果公司的
特别奖学金，受邀参加在硅谷举
办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这
些听起来“高大上”的经历，最
近落在了苏州大学敬文书院大二
学生左辰豪的身上。
左辰豪的幸运，折射出苏州
大学在探索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改
革创新。
2011 年，借鉴国外著名高校
的“住宿学院制”，苏州大学从各
学院中选拔了一批不同学科专业
的 新 生 入 住 敬 文书 院。几 年来 ，
在以学生自治为特色的社区管理
模式和以研究为导向的学习模式
下，书院逐渐成为学生思维碰
撞、激发创意的“第二课堂”。

难以拥有专业的选择
权，曾困扰了不少大学生。
但中国农业大学的新生不会
有这样的担忧 。今秋学期
起，
除了可以自由转专业外，
他们还收到了更多“教改大
礼包”
：
鼓励按兴趣跨专业选
课 、可 自 由 选 择 体 育 俱 乐
部、院士上核心通识课……
历时近 3 年调研，中国
农大系统推出 41 条具体举
措，除本科教学改革外，还
涉及教学型教授评聘等人
事、机构和学生工作诸多方
面，全方位挖掘培养一流人
才的新动能。

学生可自由转专业、
跨学科选课，教师潜心教学也能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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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致敬长征

近日，南华大学 2016 级新生进行军训汇报表演。队列中，8000 多名新生在场地中
央组成了一个“‘长征’‘80’”的队形，打出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向红军长征胜
利 80 周年致敬。
肖与轩 曹正平 摄

新疆将建“一条龙”校园足球人才培养机制

视线

中教

本 报 讯 （记 者 蒋 夫 尔）
“新疆将建立‘一条龙’校园人
才培养机制和校园足球竞赛体
系，为校园足球人才健康成长创
造良好条件。”新疆教育厅体卫
艺处副调研员石承文近日在接受
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报曾在 9 月 20 日、23 日、
28 日分别以 《校园足球冠军队如
今仅剩 1 人》《“冒尖”的校园足
球苗子该咋长》《打通足球苗子
成长“断头路”》 为题，关注了
校园足球苗子培养中遇到的问题
以及创新探索，引起了新疆有关

度，到 2020 年完成 4000 名各民
族青少年校园足球专兼职教师培
训，为校园足球健康发展提供教
练员人才保障。
“我们坚决反对单纯为了比
赛拿成绩而开展的校园足球训练
活动。”石承文说，
“校园足球发展
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以锻炼学生
身体素质，让学生掌握基本足球
技能，培养学生体育精神、热爱运
动的品质为出发点，这才是校园
足球发展的关键。切忌急功近
利，坚决杜绝搞纯竞技，防止校园
足球运动
‘跑偏’。
”
石承文表示，随着校园足球
人口基数增大，
“ 冒尖”的足球苗
子的培养将纳入体系化，在确保
其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为足球苗
子的成长创造条件、搭建平台。
在培养足球苗子上，新疆师

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庞辉认为，
要加强校园足球师资培训，解决
教练员短缺问题；要让足球项目
进入体育课，并进行定期检查；
各学校要制定较为灵活的体育代
表队学生学习方案，为学生补齐
因训练、比赛缺失的课程。
同时，庞辉表示，建立小
学、中学、大学校园足球联盟，
规范各级联赛制度，确保部分优
秀学生球员有较为通畅的升学及
接受系统训练的环境，也是推进
校园足球健康发展的关键。校园
足球课余训练教练员应给予相应
的职称评定、训练津贴等方面保
障；将学校开展校园足球的情况
列入校领导考核指标体系；建立
以县为单位的学校足球联赛，并
培养相应的裁判员等，从而推动
校园足球普及。

【新知】

从科幻转为当前的科学现实

揭开机器人发展的神秘面纱
●设计：白弋

●校对：唐晓华

育改革发展动态

河南

完善高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本报系列报道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部门高度重视。
石承文表示，新疆有关部门
十分关注校园足球在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瓶颈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新疆将出台政策，建立和完
善校园足球人才选拔、培养、输
送、考核、就业、奖励体系，解
决包括足球苗子成长等在内的校
园足球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
困难。
新疆将在全区建立校园足球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条
龙”校园足球人才培养机制。同
时，新疆还将建立和完善从小学
到大学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使
足球技能培养和训练得到充分保
障。
此外，新疆还将建立和完善
校园足球发展支撑保障体系，加
大足球教练员队伍培养培训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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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河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近
日联合宣布，将逐步完善普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确
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基准定额，健全生
均拨款制度，纳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
自 2017 年春季学期起，河南省统一执行公办普通高中
财政拨款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
省辖市市区普通高中、县
城和农村地区普通高中、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
生每生每年分别不低于 1000 元、800 元、6000 元。
河南省强调，落实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所需资金按
照学校现行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纳入年度预算。目
前，实际执行公用经费标准高于基准定额的市县不得降低
标准，同时要根据价格变化、财力状况等动态调整普通高
中收费标准，逐步建立政府、受教育者家庭和社会合理分
担的普通高中成本分担机制。

山东

实施“323”教育精准扶贫工程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教育厅获
悉，山东省深入推进实施教育精准扶贫“323”工程，以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龄人口为主要对象，提升贫困家庭劳
动力素质和脱贫能力，全力构建到学校、到教师、到学生
的教育精准扶贫体系。
该工程包括 3 项计划、2 个网络和 3 个体系。
“3 项计划”
是指通过精准实施省扶贫开发重点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
造计划、省扶贫开发重点村学前教育普及计划及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重点提高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2 个网络”是
指通过构建义务教育学校结对帮扶网络，构建高校科技扶
贫支持网络，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科技扶贫力度。
“3 个体系”是指通过完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
系，
构建贫困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
构建职业教育精准扶
贫支持体系，提升贫困家庭劳动力素质和脱贫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