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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摄像头进教室这把火怎么突
然烧起来了？”李莲已在中山大学
任教近30年。早在10多年前，她
就看到学校公共教学楼部分教室
安装了摄像头。

在中山大学数学学院大二学
生张强看来，学校出台的有关全
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文件，是此次事
件的“导火索”，其中的“对教学
实施全过程监控”引发了部分学
生担忧。

虽然文件中没有出现一次“摄
像头”字样，但的确有学生发现教
室里安装了摄像头。对此，学校教
务部主任陈敏回应说，部分教室内
安装的监控设备主要用途是网上
巡考。为保证教室内监控设备的
正确使用，学校专门出台了规定。

教室内摄像头主要用
于网上巡考

记者实地走访中山大学海珠
校区数学学院楼、第一教学楼等

教学楼，发现仅第一教学楼部分
大型阶梯教室内安装了 4 个摄像
头 ， 普 通 教 室 均 只 有 一 个 摄 像
头，且对准的是多媒体操控台。
记者注意到，有一间教室因没有
多媒体操控台，也就没有安装摄
像头。

“对准多媒体操控台的摄像
头，拍摄范围是台子及其周边，
目的是防止讲课台内的电脑等物
品被盗。”数学学院硕士生李远这
样理解。

记者调查发现，学校四六级考
试、期末考试等校内外正规考试，
一般都安排在第一教学楼等公共
教学楼教室内进行。“至少在 10 多
年前，我们学校根据国家规定，在
公共教学楼部分教室建设了标准
化考场，监控设备是标准化考场必
不可少的配套。”陈敏说，“除专门
监控多媒体教室操控台的监控摄
像头，学校所有教室内的摄像头主
要用途是网上巡考，监控课堂仅是
辅助作用。”

校方表示对所拍摄视
频严格管理

对引发此次风波的“全程监
控教学”，陈敏也给出了回应。他
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中山大学开展

“对教学实施全过程监控”的原因
及其内涵。

“我们要根据学校定位，培养
独具特色的人才，因此要全方位监
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出现错位
时，及时调整。”陈敏解释说，“学生
评教、同行评教、专家评教、督导评
教，是我们全方位监控课堂质量所
采取的主要方式，教室内的监控设
备仅起到辅助补充作用。”

陈敏举例说，如任课教师对
学生评教的结果不认可，可提起
申诉，学校相关人员就会根据规
定提取该教师的授课视频，再进
行评判。

中山大学网络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学校教室内监控设备只
用于网上巡考、录播。录播用于

精品课程、教学视频拍摄和跨校
区直播授课，平时不开，有教学需
求时才开，网络巡考用于考试监
控，所有的操作都是专岗负责。

为保证不侵犯老师、学生的隐
私，陈敏表示，学校对教室内的摄
像头进行技术处理，保证其无法拍
到学生的具体动作。对于摄像头
所拍摄的视频，更是严格管理，防
止泄露。

“我校所录播的教学视频只准
用于教学质量监测。如要用作他
途，必须经相关老师同意。目前我
校无一教学录播视频用作他途，也
从未出现泄露事件。”陈敏说。

教师建议学校合理使
用监控设备

那么，师生对部分教室安装监
控设备是什么态度？记者在中山
大学进行了一番随机调查。

10 月 11 日上午，记者在中山
大学海珠校区采访了 11 名学生。
对于公共教学楼内部分教室装摄

像头的做法，有8名学生表示，不
反对在教室内安装摄像头，“因为
教室是教师授课、学生上自习的
公共场所，就不应该在这里做有
隐私的事”。

在接受采访的学生中，仅有1
名化学学院的大四学生表示有些
担忧，但他也表示，如果学校能
恰当管理，他也不反对。另有2名
古籍学硕士生甚至支持，认为此
举有助于防范偷盗。

记者还随机采访了该校6名教
师，除 1 名教师拒绝接受采访外，
其他5名教师都希望学校能恰当合
理使用教室内摄像头。

李莲将教室内的摄像头比作
法庭内的书记员。她建议启用教
室内摄像头拍摄教师上课场景前，
尽量让教师知情、同意。“目前学校
并没有就教室内摄像头的用途、管
理等，对老师、学生进行过详细说
明，这容易引起少部分教师、学生
的误解和担忧。”李莲说。

（应采访者要求，李莲为化名）

中山大学“全程监控教学”风波调查
本报记者 刘盾

本报北京 10月 12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由教育部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欧洲大学协会共同承办的“首届中欧
教育政策智库论坛”今天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一流大学
建设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欧双方教育科研机构、高校、
行政部门等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教育部副部长郝
平出席论坛并讲话。

郝平指出，加强中欧教育政策智库交流合作，是深化
中欧人文交流的重要方面。他对本次论坛活动提出3点倡
议：一是通过中欧教育间相互学习与交流互鉴，提升双方
教育质量，推动世界教育改革；二是通过开展教育开放与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合作研究，深化中欧人文交流，促进人
类和平发展；三是通过中欧教育政策智库间机制化交流合
作，加强双方教育智库基础能力建设，提升智库贡献力。

本次论坛聚焦高等教育，就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
国际化、创新创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等双方高等教
育领域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并就智库对教育
决策的影响以及智库自身建设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促进建
立中国和欧洲教育智库交流合作长效机制。

据了解，本次论坛作为中国—欧盟国家教育部长会议
的配套活动，旨在促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欧洲高
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加强教育政策智库对国家教育科学
决策的支持作用。

首届中欧教育政策
智库论坛举行

近日，一份“教育部发布 《2016 年全国百强高
中》 名单”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有媒体致电我部求
证是否进行过这样的评选。

鉴此，郑重声明：教育部及其相关司局没有开展
过全国百强高中、高中排行榜等类似评选和排名活
动，也没有发布过此类信息。

教育部认为，从全国众多普通高中学校中选出
100所或几百所进行排名，不符合实施素质教育的要
求，不利于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教育部希
望高中学校自觉抵制此类具有商业性质、没有科学评
价标准的评选和排名活动，潜心办学，精心育人，扎
实推进素质教育。教育部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
止被此类信息误导。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
2016年10月11日

关于从未开展全国
中学百强排名活动的声明

当代教师风采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育报 联合主办

于美红：人人能成才 天天有进步
于美红，天津钢管公

司 中 学 教 师 。 从 教 20 多
年，于美红几乎从未离开
过班主任岗位。无论学校
把 什 么 样 的 班 级 交 给 她 ，
她总能带出一个优秀的班
集体，无一例外。

2007 年 7 月，刚送走
一届毕业班，于美红又接手一个后进班。这个班纪
律涣散、成绩很差，自暴自弃现象极为严重。怎样
才能管好这些学生、扶正他们？于美红努力寻找突
破口。和学生第一次见面，当她微笑着说出第一句
话“我不是来管你们的，是来爱你们的”时，教室
里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学生眼里闪着泪光。平
时，她总是想方设法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绞尽脑
汁设计一个个触动他们心灵的班会，精心为每一名
学生设计座右铭⋯⋯于是，一个后进班不但在学校
常规评比中经常名列前茅，而且在各项活动中皆有
出色表现。

于美红认为，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
好学生。她在学生中树立“人人能成才，天天有进步”
观念，从不掩饰对学生的赞赏与喜爱，学生不仅有了
学习上的收获，成功的快乐更是洋溢在眉间心头。

请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
教育新闻网相关专栏阅读教
师事迹详细内容。

本报北京 10 月 12 日讯 （记
者 柯进） 天宫二号成功发射、中
国“天眼”建成启用⋯⋯最近，一
项项最新中国科研成果扑面而来。
与这些新成果相关的科研论文领
域，也迎来“秋收季节”。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今天在京发布的
2016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
示，我国的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和
国际热点论文数量双双挤进世界第
三位，排在美国和英国之后。与此
同时，我国有 18 个学科论文的被
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 10 位，其中
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
程科学、材料科学、数学、药学与
毒物学、物理学等 8 个学科跻身世
界第二位。

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机
构作者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国际论文
共 2655 万篇，其中 17.33 万篇论
文由国家各级基金或项目资助产
出。在这些由基金或项目资助产出
的论文中，高校占84.7%。

统计还表明，2006 年至 2016
年10年间，我国处于世界前1%的
高被引论文为 1.69 万篇，占世界
份额的 12.8%，世界排名超过德
国，由上一个统计年度时的第四位
前进到第三位。中国近 2 年发表的
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 1‰
的国际热点论文为495篇，占世界
总数的 18%，世界排名首次闯入
第三位。

与往年相比不同的是，本统计
年度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
合著论文达7.5万篇，比2014年增
加 15.1%，国际合著论文占我国发
表论文总数的 25.4%，这也是国际
合著论文数首次超过我国发表论文
总数的1/4。

中国国际科技论文的质量提升
速度显著。以中国国际科技论文被
引用次数增长速度为例，中国平均
每篇论文被引用 8.55 次，虽然远
低于 11.5 次/篇的世界平均值，但
比上年度统计时的 8.14 次/篇提高
了5%，提升速度相对较快。

8个学科论文被引用
次数跻身世界第二位

中国科技论文
质量稳步提升

（上接第一版）

教师校际交流 师资
均衡配备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是
校际均衡，校际均衡的关键是师
资均衡。而招聘、补充一批批优
质的中小学教师，直接决定着师
资均衡的水准。福建的师资补
充、交流，更是凸显了扬峰填谷
特色均衡的理念。

近年来，福建按照“全省统
一笔试评卷、临时聘请面试评
委、根据成绩依次选岗”的招聘
模式，保障各地招录到优质师
资。在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几年
来全区招聘新教师 401 名，选调
校 （园） 长、骨干教师、学科带
头人65名，有效解决了中小学教
师紧缺、优质教师不足的问题。

福建还构建起“以县为主”的
教师管理体制，教师“县管校用”，
使教师能在县域内有序进行校际

交流。福建实行城乡统一的学校
教职工编制标准，提高城乡中小学
教师职务岗位结构比例，规定城市
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称、参
评特级教师必须有乡村学校任

（支）教1年或薄弱学校支教3年以
上经历。近年来，福建每年引导近
5000名城镇中小学教师到乡村学
校任（支）教，2015 年全省义务教
育学校教师校际交流人数达到应
交流人数的12%以上，其中参与交
流的骨干教师达15%以上。

在师资精准扶贫方面，福建
每年从省、市优质学校选派 230
名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到省级扶
贫开发重点县支教，并从这些县
选派 200 名校长和教师到省、市
优质校跟岗学习。福建还开展23
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师资队伍
重点帮扶，将23个县的中小学校
长、骨干教师和乡村教师全部免
费轮训一遍；省市两级培训名额
重点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扩大优质资源 办学
特色均衡

近年来，福建在城区积极推
行中小学校“小片区管理”模式。
2011 年，福建遴选 39 个县（市、
区）启动城区“小片区管理”改革
试点，片区内以优质学校为龙头，
捆绑周边学校，实行资源共享、师
资互派、统一教学、捆绑考核。在
农村，福建积极推进农村薄弱学
校委托管理试点，为农村薄弱校
与城区优质学校牵线搭桥，促进
农村薄弱校形成自身“造血”机
制。目前试点县已拓展到 59 个，
覆盖 386 所农村中小学。与此同
时，福建还鼓励引导各地积极推
进集团化办学模式，形成名校办
分校、老校带新校、强校扶弱校的
集团化办学模式。

特殊教育方面，福建省推进特
教学校、普通学校特教班的标准化
建设，生均公用经费提高到普通初

中的6倍，达6600元，师资则按生
师比3∶1进行配备。

在积极扩大优质学校学位的
基础上，福建要求各地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凝练办学特色，打造“百花
齐放春满园”的教育新天地，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以漳州市为例，该
市全面部署小学特色教育建设，提
出“一校一特色、一生一特长，一个
也不能少”的目标，鼓励学校办出
特色，并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学会一
门终身受益的绝活儿。

“特色均衡有两层意思：一是
福建要立足实际、依靠实践走出
具有自身特色的全省义务教育均
衡之路，二是县域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不能机械化和模式化，要进
一步保持和凝练每一所学校自身
的特色。”福建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黄红武说，“我们将不忘
初心，推进福建义务教育向优质
均衡发展迈进，切实让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

扬峰填谷特色均衡的“福建实践”

（上接第一版）
就像三中的学生们说喜欢听

校园广播放的红歌，理由又朴素
又直白：“红歌好听啊，比流行
歌曲有味道！”

让孩子们有很多时间去遐
想、去追求自我，而不是整日为
吃为暖而哭泣，这就是当年衣衫
褴褛走过这里的红军战士们长征
的意义吧。

离开习水三中，顺赤水河北
上，距习水县几十里的光景，便
是丙安古镇，这里已是赤水市的
辖区。丙安学校校长吴如江对学
校的地段很满意。他把报道组一
行带到校门口，手臂左右使劲一
挥：“你们看看，丙安镇哪里还
能找到比我们学校更多的平地！
镇里把最好的地段给了我，我这
个校长干得起劲！”

丙安在山谷之间，平地寥
寥。为了办好教育，镇里把最好
的一块地给了学校。今年 4 月
27 日，丙安学校又成为全国第
229 所红军小学，也有了一个新
名字：耿飚将军红军小学。

赤水是耿飚将军曾经战斗过

的地方，四渡赤水期间，他与当
地百姓结下深厚的鱼水情谊。耿
飚的生平事迹、革命精神已成为
丙安红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学校授牌那天，耿飚将军的女儿
耿莹也来了，她对孩子们说：

“从现在开始，你们要考虑考虑
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做到了
什么？因为你们的两个小肩膀
上，扛着中国明天的太阳。”

八年级学生殷小芳记得这段
话。她在学校里有一份令同学们
羡慕的“工作”：快板表演队员。

打快板是学校的特色课间活
动，大课间时，几十名队员站在
操场上一起打快板，场面很是好
看。殷小芳还“更进一步”，当
上了编草鞋社团的快板表演员。
社团活动时，同学们学红军编草
鞋，殷小芳就给大家打快板鼓
劲。

这 像 极 了 80 多 年 前 的 场
景。长征时，红军女宣传队员们
每到行军间隙，顾不得自己休
息，就到处给战士们打快板、演
节目，鼓舞士气。在很多红军战
士的回忆中，这是行军途中难得

的闲暇时光。
殷小芳在自己的快板上用水

笔 重 重 写 了 几 个 字 母 ： YXF，
那是她姓名的拼音缩写。她听说
有的红军女战士怕找不到自己的
快板，就把名字刻上去，于是，
殷小芳也悄悄把自己的名字描在
快板上。

历史，就在这些细节的传承
中，实现了后人对先辈的致敬。

这恰如赤水、习水两座小城
的气质。当年漫卷的红色给当地
留下数不清的革命印记。如今，
小城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跟
好奇的游客相比，世世代代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更多的是淡定和从
容，就如缓缓流淌的赤水河水一
样。

但是跟他们、跟孩子们稍一
熟悉，就会发现他们内心深处对
红色历史的骄傲和传承，从未远
去。定期泛红的赤水河从未忘记
自己名字的由来，这里的人们也
从未忘记红军和自己的祖辈，曾
经在这里洒下热血、播下理想。

（采访：张晨 高毅哲 唐琪
朱梦聪 执笔：高毅哲）

（上接第一版） 近些年来，学术腐
败本身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课题，
不少研究者和有识之士都提出过
诸多对策，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
度，上下一致齐心合力，遏制学术
腐败蔓延并非是多么难的事。

最近教育部领导在谈到高等
教育发展时强调，“双一流”大学
没有科研支撑是不行的，“双一
流”不能自封、不能包装，大学能
不能兴起来、是否可持续发展，关
键靠质量。质量必须建立在实实
在在的成果和风气之上。教育部
从对学术不端的惩戒到对高校教
师的评价，都在向更加科学、更加
严谨、更加规范的方向迈进。这
是必须的。因为“双一流”的建设
目标，不可能和学术腐败兼容。
毫无疑问，对于已经浮出水面的
学术腐败，只有在惩戒机制上精
准发力，才有可能尽快扭转腐败
之风的蔓延，这恐怕不是一个部
门的力量所能及的。

“双一流”不可能
和学术腐败兼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