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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文件规定，请

以下长期离岗人员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前来学校人事处
补办离校手续。逾期未办理，学校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周正明、何明、刘海涛、李荔坚、韩雪娇、梁丽
英、孙新、宋殳、皮建新、杜斌、王梨月、刘正英、
林长华、冼昭红、蒋勇、王颐群、张霖、房进、吕力
为、朱启兵、徐海清、秦臻、纪勇迅、杨淑娟、劳
莉、姚大康、杨溢、周新华、王晓冰、杨青、王丽
梅、邓声国、许静、陈茂林、许建中、陈娟、李雪
辉、郑林强、曾丹勇、陈亮、陈建伟、王家先、唐菊
生、蔡振江、刘海生、陶冶、陈红玉、王德军、吴志
刚、沈建波、张彤、徐慧阳、周蓓蓓、方明、钱海
华、孙浩、邵文轶、吴强、齐卫宏、苏大为、孙宏
志、周飞、潘刚、杨克迪、张玉洁、李茹、翁肖力、
李斌、周金林、杨帆、陈闽、徐新华、肖德生、李卫
党、孙宏彬、夏建勋、林君如、霍东杰、滕健、成善

桢、宋俊芳、金晓翌、潘珺、罗江涛、何平、殷俊、
刘小娴、刘学恒、黄莞苓、蔡蕾、易在成、马荣春、
陈家旭、徐路宁。

张越、张金方、李秀凯、丁锡芬、冯爱新、胡红
梅、张星、孟路、车广波、仝佳、张良宝、吕耀娟、
王燕、王亮、孙志祥、朱文涛、沈其旺、周莹、季
莹、梅琳。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文件规定，请
以下人员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前来学校人事处补办相关
手续。逾期未办理，学校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李江华、陈敏、温军玲、朱雷、王艳玲、陈希
章、曾华。

江苏大学人事处
联系电话：0511-88780061
邮 箱：rsk@ujs.edu.cn

·广告·

今天在北京市朝阳区，倘若
你走进任何一所学校，校长一定
会习惯性地向你展示自己的特色
文化。

如今的朝阳教育人相信，小
到一所学校，大到一个集团、一
个学区，上升到文化管理，尽管
慢一点，但效果是长久、可持续
的。而形成今天的这个局面，朝
阳已经走过十个年头。

十年，文化的“基因”已经
深深植入朝阳区的每一所学校。

从校园干净美观做起
十年前，朝阳区的多数学校

地处城乡接合部，很多学校的文
化底子都很薄弱，有的校园连干
净整洁都做不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阳
区教委决定从基础做起，启动学
校文化建设。“我们开展学校文化
建设的最初想法，就是让我们的
学校最起码要做到干净、整洁、
美观、安全。”朝阳区政府教育督
导室主任王世元说。

在区教工委和教委的强力敦

促下，朝阳全区学校立即行动起
来。短短两三年，校园面貌全都
焕然一新。

区教委趁热打铁，又在全区启
动了第二轮学校文化建设。这一
次，区教委要求学校挖掘自身特有
资源，开展校园典型景观建设。

“让每所学校至少有一个师生
可以照相留念的地方。这个典型
景观建设不仅是环境建设，所有
的景观一定要赋予故事，这个故
事一定是学校自己的故事，而且
一定要有教育意义。”王世元说。

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学
校各显神通。有一所特殊教育学
校在挖掘校史时发现，中国残联
主席张海迪曾经来过学校，于是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致力于找回张
海迪对学校的重托；还有一所学
校的特色是棋类，校长便特邀棋
圣聂卫平给同学们做指导，学校
也将围棋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特
色。

几年下来，在朝阳区，从校
长到教师，写计划、作总结，必
提学校文化建设。

形成学校特色文化
几年的不懈努力，换来了全

区学校文化建设的新局面——每
所学校或学区都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文化。

朝阳区三里屯小学的摄影在
全北京市是出了名的。学校借助
相机，让学生发现身边的美，发现
身边的好人好事，实现了自我教
育。如今，摄影成为学生普遍掌握
的技能，也成为学校的特色文化。

樱花园实验学校以“缤纷樱
花，盛放英华”为主题开展文化
活动。例如，学校以特色体育项
目樱花舞为基础玩“快闪”，以课
程庙会的形式帮助学生锤炼英华
气质，举办“英华盛典”让校本
课程学习成果登台展示，用优秀
的同龄人引领全体“樱花学子”
传递英华形象。

为了不断夯实全区学校特色
文化基础，从 2012 年起，朝阳区
开始在全区大刀阔斧实施校园文
化基础环境建设达标工程，对220
余所学校进行基础环境建设，共

投入资金约1.6亿元。
在此基础上，朝阳区又在全

区层面启动了文化引领学校管理
和教育的实践。从 2016 年起，朝
阳区开始设立学校文化节，通过
文化节的设立，继续引领学校、
学区和集团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

培育教育文化生态圈
面对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朝

阳区教委认识到，朝阳学校文化
建设的新方向，应当致力于拆除
学校的围墙，贯通家庭及社会教
育要素，形成有利于学生核心素
养培育的教育文化。

2016 年春节前，朝阳区首先
在 26 所学校启动了以“学家史、
寻家训、传家风”为主题的中小
学家校共育活动。这项活动通过
主 题 班 会 、 万 条 家 训 、 家 史 手
册、老照片、老物件等形式，将
抽象的家风家训家史落到教育实
处。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学校通过
开展“亲子阅读、讲家庭故事、
画我们家的画、写我们家的歌”

等多彩活动，要求学生们了解家
风、分享展现家风、实践传承优
良家风。

芳 草 地 国 际 学 校 则 要 求 家
长、教师以阅读为载体，“家校共
育、伴随成长”。老君堂小学通过

“原创家风民谣”等形式，利用有
限资源开发特色课程，建立家风
教育长效机制。

朝阳区还利用社会大课堂开
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区里成
立了学生活动管理中心，推出了
校外教育集团化管理模式，逐步
建构起融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及社
会有效教育资源的课外校外教育
活动体系。

大师进课堂活动也在全区学
校有声有色地展开。中国舞蹈家
协会副主席冯双白走进北京市第
八十中学，组建了“冯双白舞蹈
教育工作室”；劲松四小成立了

“于海大师工作室”；陈经纶中学
有了“杨鸿年大师合唱工作室”。

请进来、走出去。如今的朝
阳区渐渐形成了校内外教育融合
育人的教育文化发展新态势。

为每一所学校植入文化“基因”
——北京市朝阳区推进学校文化建设十年记

本报记者 蔡继乐 通讯员 贺潇

本报北京 5 月 8 日讯 （记
者 焦以璇） 今天上午，国家
机关青年代表与中国政法大学
青年学生代表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在中国
政法大学举行，大家结合自己
的工作、学习实际展开了热烈
讨论。

“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
立志做大官。”习近平总书记的
这句话给与会代表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团
委副书记阎巍目睹了一批又一
批前来实习的年轻学子的职业
选择和困惑，他认为无论选择
做一名优秀法官还是出色律师
都是“大事”，重要的是要提早
在实践中体悟，校准自己的人
生方向。公安部法制局刑事法
规处副处长刘澹如谈了她对

“志存高远”的理解：“法律工
作者容易碰到各种诱惑，如果
心胸小了、眼界小了，就会在
意一时的得失，甚至误入歧
途。理想信念是帮助我们抵御
诱惑的最强大武器。”

前辈们的发言让青年学生
代表颇受启发。民商经济法学
院2013级本科生潘辉参加了习
近平总书记与中国政法大学的
师生座谈会，他对“什么是大事”

“如何做大事”有了更深的体
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
国家最高法律机构，更多的人都
是坚守在地方政法系统和部
门。在这些平凡的岗位上做平
凡的事情一样也是立大志。”潘
辉认为，只要对工作、对家人
有高度的责任感，就是一个高
尚的人、一个做大事的人。

国家机关青年代表对话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学生代表

本报天津 5 月 8 日讯 （记
者 高靓） 今天下午，京津冀
现代制造业职教集团成立大会
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该集团由天津百利机械装
备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京
津冀三地企业、知名大学、职
业院校、科研机构等60余家单

位共同组建。据介绍，京津冀
现代制造业职教集团以服务京
津冀协同发展为宗旨，促进
政、行、企、校、研五方合
作，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对区域
经济的服务能力，为区域装备
制造业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京津冀现代制造业职教集团成立

／各／地／动／态／ ■
河北河南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为
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河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
日出台 《关于做好2017年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
可凭学生证申请“就业创业
证”。

2017 年河南省高校毕业生
总数达 51.8 万人。为完善精准
就业服务，确保高校毕业生就
业水平不降低，该省要求，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精简办事程
序，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失业

登记服务工作。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在校期间，可凭学生证
向就业创业地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申领“就业创业证”，或
委托所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代
为申领；离校后未就业毕业生
可直接向求职创业地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申领。

河南省强调，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构要为申请登记的毕
业生及时核发“就业创业证”
并将实名信息登记入库，不得
以人户分离、户籍不在本地或
没有档案等理由不予受理。

毕业生在校期间可申请“就业创业证”

本报讯 （记者 尹晓军）
记者日前从甘肃省教育厅获
悉，为杜绝校园欺凌事件，甘
肃将深入开展校园欺凌与暴力
专项整治行动，排查学生之间
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
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
的矛头性问题，做到早发现、
早预防、早控制。对屡教不
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
生，应登记在案并将其表现记
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必要时
转入专门学校就读；对构成违
法犯罪的学生，交由当地公

安、检察、审判机关依法处理。
甘肃要求，各地要在专项

整治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
例，集中开展预防学生欺凌和
暴力专题教育，强化学生校规
校纪教育。通过课堂教学、专
题讲座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
对欺凌和暴力行为严重危害性
的认识，使他们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自觉遵守校规校
纪，做到不实施欺凌和暴力行
为。学校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
治核心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和
教育引导。

集中开展校园欺凌与暴力专项整治

甘肃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近
日，2017 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
作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
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教
育信息化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新形
势，提出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
的新要求。教育部副部长杜占
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占元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呈现出应用深化
不断加速、创新案例竞相涌
现、制度安排日益完善的良好
局面；用“八个坚持”系统阐
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
化发展路子，即坚持把推动和
服务教育改革发展作为教育信
息化的根本目的，坚持把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作为
核心理念，坚持把应用驱动作
为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基本方
针，坚持把同时发挥政府和市
场的作用作为机制创新的优
势，坚持把适应国情、因地制

宜的应用模式创新作为基本导
向，坚持把转变观念和培训提
高作为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
坚持把试点先行、以点带面作
为推动工作的基本方式，坚持
把开放合作作为推进教育信息
化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
措；并通过“1238”（一个核
心理念、两个基本方针、三大
关键举措、八类应用模式） 进
行了概括解读。

杜占元强调，从战略和实
践两个层面，国际社会都高度
关注并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发
展，我国面对教育现代化 2030
发展目标，要积极应对信息时
代的人才培养需求，正视当前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
教育信息化深化应用、融合创
新。

杜 占 元 要 求 ， 2017 年 教
育信息化工作要坚持力度不
减、抓手不软、培训不松，做
到强化示范、突出效果、加强
宣传。

2017年全国教育
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上接第一版）
“去年，湖南省教育厅组织

对 2011—2014 年毕业的 3577 名
公费定向师范生摸底调查，调查
发现，他们中已有 3255 人受到县
级以上奖励，占比达 91%，其中
335人已经成为所在学校校级或中
层管理骨干。”湖南省教育厅教师
处副处长王俊良欣慰地说，公费
定向师范生在乡村教育中的引领
示范作用明显。

截至 2016 年 9 月，湖南省共
培养各类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
生 4.13 万人。未来，还将有数万
名年轻有朝气的身影深入农村，
为乡村教育带来改变⋯⋯

“我们从农村来，更应该
到农村去”

同样面对选择，油洋乡中心小
学毕业的公费定向师范生向立华
从这里走出去，最终又走了回来。

“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的命运
是在这里改变的，我们从农村来，更
应该到农村去。”向立华是一名孤
儿，在乡亲们和学校的帮助下走出
大山，在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之前

他就立志回乡，为家乡教育作贡
献。看到家乡期盼改变命运的留守
儿童，他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向立华不负众望。2016 年入
职的他工作不到一年，负责的学
校关工委便获得了怀化市教育系
统 先 进 单 位 ， 他 本 人 也 获 评

“2016年溆浦县优秀教师”。
“立志，是教育最重要的一

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
教师口语教研室主任李旭辉说，
从学生进校的第一天起，学校便
对他们进行红色教育。“我们告诉
学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总是要有人奉献；另外，每个人
都有自我发展的空间，做陶行知
式的教育家或者仅仅是当教师的
经历，都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为了解决
农村学校教师补充难题，促进教
师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农村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的提升。现在看来达
到了预期效果。”王俊良说。

据他介绍，2006 年湖南省首
先启动了五年制专科层次农村小
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工作，随后又
陆续启动高中起点四年制本科层
次农村小学教师、初中起点五年制
专科层次农村幼儿园教师、初中起
点五年制专科层次农村特殊教育
教师等9个农村定向公费师范生培
养项目，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
师范学院等25所院校参与培养。

“通过免学费、提供生活补助
和就业保障等措施，不仅吸引了
一大批农村贫困地区的优秀学生
回到乡村，而且调研数据显示，
这 1.4 万余名毕业生违约率不到
2%，超过 98%的毕业生能够在乡
村安下心、扎下根。”王俊良说。

培养陶行知式的乡村教
育开拓人

作为第一所承担公费定向师
范生培养的院校和全国规模最大
的乡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高

校，从 2006 年第一批学生入学至
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共招收一
万多名六年制公费师范生，已输
出了 1361 名具有能说会道、能唱
会跳、能写会画“三能三会”特
色的六年制本科小学教师。

“六年制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源
质量好，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情
谊深，更能在乡村扎根。”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彭小奇说，
学校通过严把招生入口关，要求
初中毕业生中考成绩不低于当年
当地省级师范性普通高中计划内
招生录取分数线，保证了生源质
量。同时，十五六岁的孩子可塑
性强、专业情谊深，通过“服务
农村、扎根基层、现身教育”的
职业理想和教师文化熏陶，学生
基本不存在“下不去、留不住”
的问题。

“在培养方式上，摸索建立了
地方政府、高校与小学‘三位一
体’协同进行订单式培养的体制

机制。”王俊良介绍，由省政府负
责招生就业政策的制定、公费培
养资金的保障和招生计划的编制
与审定；市州和县市区政府负责
招生计划申报、就业岗位与编制
落实，以及招生、培养、就业全
过程的统筹协调；而小学主要负
责全程参与师范生的教育培养与
质量评价，特别是实践教学环节。

“学生进来以后，我们对他们
进行朗诵、演讲、唱歌、跳舞、
器乐等全面培养，他们的上升空
间是很大的，而且在乡村学校也
特别受重视。”在李旭辉看来，师范
教育培养的学生不仅仅是乡村教
师的填充者，更应该是陶行知式的
开拓型教育人，真正给乡村教育带
来不一样的新风尚、新理念。

未来，舒茂蓉打算为留守儿
童做一点事情。“我们班 48 个孩
子，有 26 个是留守儿童。我要建
立微信平台，适时发送孩子的生
活状态、成绩、上课情况，同时
鼓励家长与孩子定期视频、打电
话，让家长了解自己的孩子，给
缺失的家庭教育一点补偿。”舒茂
蓉说。

近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女生与男生一样
手挥瓦刀学砌墙。该学院实施

“订单培养”“工学交替”“工
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实
现学生专业学习与就业零距离
对接，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和
好评。
张治中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上接第一版） 要加强督导检
查，真正把“软指标”变为“硬
约束”，切实加强和改进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不断提升服务广大
青年师生成长成才的能力和水
平。教育引导青年师生坚定理想
信念、树立崇高志向；教育引导
青年师生自觉励志勤学、刻苦磨
炼；教育引导青年师生训练思维
方法、提升思维能力；教育引导
青年师生磨砺意志品质、锤炼高
尚品格。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
各级各类学校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摆上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作
出专题部署，提出明确要求，确保
学习成效。

扎实推进法治人才培养
促进青年师生成长成才

巾帼不让须眉

湖南：培养“陶行知式”乡村教育人

本报天津 5 月 8 日讯 （记者 高靓） 今
天，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帷
幕。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举办的一场“VR

（虚拟现实） 技术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竞
赛”同样热火朝天。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赛选手正在以“井冈山
革命精神”为主题，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革命故
事制作成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仿真。

大赛前夕，学校在全校学生中组织开展“革
命故事征集”活动，以“纪念井冈山革命精神建
立 90 周年”为契机，由学生收集整理上百个革
命故事并进行评选，获得一等奖的 10 个故事成
为此次的竞赛题目。

该校艺术学院一位教师告诉记者，参赛
学生在本次表演赛中通过预先提供的模型素
材，利用虚拟现实制作软件搭建一间红色主
题的展示厅，使用者可以以第一视角在展厅
中任意行走、浏览，以加深对党领导革命光荣
历史的理解。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VR技术用于思政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