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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理学院转型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刘博智 储召生 胡航宇

聚焦

今日

然而，在当时，重庆文理学
院也不知道这张白纸到底应该画
下什么蓝图。
“合格”后的路怎么走？送
走教育部的评审专家后，学校领
导班子陷入迷茫，是走回传统本
科看似安全的“阳关道”，还是
走出没人走过的应用型本科高校
的“独木桥”
？
学校原党委书记钟志奇至今
还记得，2008 年学校的那场本
科办学大讨论。偌大的学校报告
厅，嘈嘈切切，很多人对应用型
成见颇深，“应用型是不是要退
回高职培养模式？”
“应用型还要
不要搞科研？”
众声喧哗中，一个声音掷地
有声：“我们的改造只要对学生
有利，先改起来，试几年，不行
再回去。
”
一所曾经以师范起家的专科
学校，为何要放弃师范专业，垫
着脚去够一些需要大量资金和人
才堆砌起来的新材料等专业？
为何要顶天？只有顶住天，
才能接到地，学校才有服务地方
的实力和底气。孙泽平说：“我

们是地方本科，立地是天职，要为
地方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应用型
人才；顶天是保障，培育特色优势
学科，两者不可偏废。
”
8 年间，涂铭旌先后主持建设
了 5000 平方米的实验楼、6000 平
方米的成果转化及产业孵化基地，
领衔建设了重庆文理学院新材料技
术研究院、微纳米光电器件协同创
新中心，交出了 12 个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300 余项科研成果的
答卷。
这些科研成果全部面向市场转
化。其中，中心研发的银纳米线触
摸屏技术，成功试制了可装配 5 英
寸手机屏幕的柔性触控元件，触摸
屏生产周期可缩短 70%，成本可
降低 50%，使手机厚度减少 1 毫
米，屏幕坚固不易碎。
（下转第三版）

超八成毕业生基层就业

广东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

据新华社广州 1 月 3 日电
（记者 郑天虹） 广东省教育厅
3 日发布的“2016 年高校毕业生
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6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53.5 万人，超过 40 万在基层和非
公有制单位就业。广东本科毕业
生中，学农学的就业率最高。
据介绍，2016 年广东省普
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
为 95.11%，比上年同期上升 0.31
个百分点，其中毕业研究生的初
次就业率为 91.51%，本科毕业生
的初次就业率为 94.80%。
毕业研究生的工学类、经济
学类、文学类、管理学类、艺术
学类、医学类等专业就业率较
高；本科毕业生的农学类、经济
学类、工学类、管理学类等专业
就业率较高。
2016 年广东高校毕业生平
均初次就业薪酬为 3393 元，比上
年增幅为 8.41%。其中毕业研究
生的平均月薪为 6223 元，增幅为
8.78%；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
为 3726 元，增幅为 8.33%。

近日，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
“实验·绘画”
国际青年绘画展，
吸引不少杭州市民和学生参观。

施健学

摄 （新华社发）

村小来了个
“搜老师”
本报记者 鲁磊
最近，四川泸州纳溪区棉
花坡镇大溪小学四年级 （1） 班
学生陶宏金格外开心。他所提
出的问题“睡莲花为什么白天
开放晚上又要合上”，因为观察
细致，又通过咨询“搜老师”，
探索出光线和水分变化是这一
自然现象的成因，获选本学期
“四星问题”。而他也将有资格
竞选本学期学校“百问小博
士”称号。
大溪小学是一所边远村
小，70 多名学生中绝大多数是
留守儿童。由于条件限制，学

校长期与外界沟通不便，教学
方式也相对单一，教师上课没
动力，学生学习少热情。
“自从学校来了‘搜老
师’，我每天都会收集问题，还
要试着解答问题。”陶宏金说，
最近他正在研究为什么电磁炉
只对铁器起作用，“争取下学期
再拿一个‘四星问题’”
。
陶宏金所说的“搜老师”，
是纳溪区落实用足用好信息化
设备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来，
伴随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加快，
纳溪区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村小
通了光纤，每班都安装了电子
白板或一体机等信息化设备。
但由于一些薄弱学校开发应用
不够，只是教师上课时偶尔用
一下，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2015 年以来，纳溪区试点
铺开了“搜老师”工程，按
15 1 的 学 生 和 计 算 机 比 例 ，
为薄弱学校教室安装 1 至 3 台壁
挂式电脑一体机，接通互联
网，上课期间全时段向学生开
放。
“搜老师”的入驻，极大激

发了学生探究学习的欲望，打破
了村小教育“一潭死水”的状态。
如今，在大溪小学，每名学
生都有一个问题本，收集每天学
习生活中的问题，借助搜索引
擎，开展“课前搜搜”“百问搜
索”“世界搜搜”等活动，然后综
合各方信息对问题作出解答。
（下转第三版）

基层
记者在现场

【课程周刊】

幼培机构何以扎堆变身幼儿园
➡ 详见第二版
●值班编辑：余闯

●设计：刘健

●校对：刘梦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
全党、教育人民，为党的十九大召
开做好思想理论准备；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巩固和发展主
流意识形态；着力提高新闻舆论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凝聚推
进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突出抓
好引领和融入，持续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聚焦聚力精品创
作生产，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
展；全面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加快
文化小康建设步伐；加强改进对外
宣传，提升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
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强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会议。

青岛：现场“评考”
破解
中学“重业务轻党建”
问题

艺术展“绽放”高校

【中教评论】

●值班主编：张晨

（资料图片）

中国工程院院士涂铭旌在指导青年教师。

刘云山出席并讲话

来了一个意外之喜：中国工程院
院士、著名材料专家涂铭旌加盟
学校。当时，涂铭旌已届耄耋，
重庆文理学院才刚过而立之年。
有人并不看好这次“联
姻”：“80 岁到一所‘二本’高
校，从零起步，能干出什么名
“走着走着，突然失去了方 堂？”
向。”近日，重庆文理学院党委
但涂铭旌不为所动，他要把
书记孙泽平回忆起 2007 年学校 这里建成新材料的应用中心，将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 毕生研究成果转化为产业价值。
时，迷茫远大于通过“成人礼”
实际上，不仅是涂铭旌，对
的兴奋。
重庆文理学院来说，也是一次攸
“成人”
，意味着自己要对未 关所系的“创业”。此时的重庆
来的道路负责。重庆文理学院的 文理学院，别说新材料，连正规
未来发展有两条路：一条是上面 的实验室都没有几间。
布满其他学校“脚印”的研究性
院士愿意屈身“下嫁”一所
大学之路；另一条是荆棘丛生、 名不见经传的新建本科，任谁都
无人涉足的应用型大学之路。
觉得不可思议。
8 年后，这所新生的应用型
图钱吗？在接过重庆文理学
本科高校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院聘书前，涂铭旌告诉孙泽平：
“我不要高薪，你只要给我一块
一块钱“买”来的院士
钱工资，我就是学校的人！”直
为何要顶天？只有顶住天， 到现在，涂老仍住在学校三室一
才能接到地，学校才有服务地方 厅的教师公寓。涂铭旌说：“重
的实力和底气
庆文理学院如同一张白纸，在这
2008 年，重庆文理学院迎 里我可以画出自己想画的蓝图。
”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一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业史”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记
者 崔静）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3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
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做好宣传
思想工作，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提供有力思想舆论保证。
刘云山指出，新形势新任务
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新要求。要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
向。要突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这一主题，突出迎接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这条主线，突
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多做坚
定信心、凝聚共识、鼓舞士气的
工作，更好汇聚团结奋进的强大
正能量。
刘云山指出，做好今年宣传
思想工作，要在整体推进中重点
发力。要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学习研究宣传，加
强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宣传阐释，更好用党的理论创
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
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事
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深入宣传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生动实践，宣传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进展成效，积极做
好热点问题舆论引导。要持续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发挥法治保障
作用，强化良好政治文化对主流
价值的引领。要坚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推
出更多优秀文化产品。要切实做
好对外宣传工作，加强对外传播
能力建设，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
能力，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刘云山强调，宣传思想战线
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
自身党的建设，讲政治、强党
性、敢担当、勇创新、严律己，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强起来。
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
意识形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掌握工作领导权主导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刘奇葆主持会议并作工作
部署，强调要全面贯彻中央精
神，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
良好的理论氛围、舆论氛围、文
化氛围、社会氛围。要坚持用习

STEAM 教育如何对接核心素养
➡ 详见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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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军） 中学
党支部书记公开述职，市教育局
党委班子成员当场点评，邀请市
委组织部、市委改革办、市委党
校等专家现场指导，与会书记当
场投票测评……青岛市教育局日
前举办直属学校党建述职评议考
核会，37 所直属学校党支部书
记逐一登上讲台述职，直指问题
的点评让党支部书记们“红了
脸、出了汗”
。
如何解决中学“重业务、轻
党建”问题？如何发挥党员教师
模范作用推动工作上水平？“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在中学怎么开
展？述职会上，党支部书记们围
绕中央关于基层党建的要求，聚
焦青岛市教育局加强党建工作的
意见，以及学校重点难点问题和
党建突出问题等，汇报一年来抓
党建主业履职尽责情况，展示党
建工作“一校一特色”的良好局
面。
述职触动了党支部书记们对
党建工作的深刻反思。如有党支
部书记坦言，这几年学校办学质
量提升慢、师生干劲不足，自己

“两学一做
两学一做”
”

作为党支部书记，对思想政治工作
重视不够、投入精力不足是重要原
因；述职是一次无形鞭策，就像一
个“紧箍咒”，时时都在提醒自己
必须把党建工作牢牢放在心上、摆
在重要位置。
为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青岛市教
育局党委强化党建述职效果，不仅
要求各基层党支部书记对上年度述
职中指出的问题作出回应，还要求
对本校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深
入剖析，并列出“问题清单、责任
清单”整改措施。
青岛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刘鹏
照告诉记者，从 2015 年起，青岛
建立中学党建述职工作制度，对基
层党建工作进行系统设计、作出全
面部署，并建立“底线管理+特色
发展”年度党建考核“清单”，将
党建考核与学校绩效工资发放、校
长 （书记） 职级管理、评优评先、
提拔使用等有机结合，将党建工作
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
实、同考核，推动了教育系统党建
工作和教育教学中心工作科学开
展。

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