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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叮⋯⋯中午 12 点 10
分，下课铃声准时响起，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甘沟小学
一年级 （2） 班学生纷纷拿起
挂在课桌旁的饭缸，在教室门
口排起了队。

陪餐教师和班主任将米饭
和菜桶抬到了教室，这天的菜
是土豆粉烧牛肉，李小虎最爱
吃的一道菜。他和同学们有序
地排成两队，值班学生将一勺
菜、一勺饭打到每名同学的饭
缸里，不够还可以自己加，吃
完了还有紫菜蛋花汤。

步行半小时的上学距离，
在农村不算很远，但李小虎还
是每天到学校食堂吃早饭，一
个鸡蛋、一个花卷，营养又好
吃。午饭除了土豆粉烧牛肉
外，白菜羊肉也是他的最爱。

“今天午饭吃什么”成了他每
天小小的期待。

“每天上午，中心小学统一
制定当天的菜谱，采购菜品，送
过来后我们食堂自己加工，学
生统一在食堂吃，不仅干净卫
生，学生也可以吃上热乎饭。”
甘沟小学校长栾会军说。

自 2011 年宁夏在全国率
先试点营养改善计划以来，按
照“政府主导、试点先行、因
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
精心组织，扎实推进，贫困地
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告别了

“馍馍开水”午餐，吃上了安
全、卫生、营养的热乎饭菜。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工作是一项涉及学生营养
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系统工程，
涉及面广、安全责任重大。”
宁夏教育厅厅长郭虎介绍，6
年来，宁夏在“提标扩面”、
加大投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被全国
学生营养办总结为“宁夏模
式”，并向全国推广。

让学生吃得有营养、吃得
好是宁夏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具体来
说，就是做好两个加法。”郭
虎介绍说，在膳食标准上，

“中央加地方”确保吃饱又吃
好，将膳食补助标准由每人每
天 4 元提高到 5.6 元；在供餐
内容上，早餐加午餐保证营养
足，为农村学生和县城寄宿生
每人每天免费提供一个熟鸡
蛋，为农村学生中午提供一顿
合理膳食 。“宁夏的思路是

‘不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解
决营养问题’。”郭虎说。

试点之初，宁夏就把食堂供
应午餐作为主要内容，不允许发
放替代食品，并筹资 5.8 亿元，
对 11 个县 （区） 所有供餐学校
食堂进行了新建改建，为营养改
善计划实施提供了硬件支撑。同
时，严把原料采购、食品贮存、
清洁消毒、安全用餐、人员培训
等关口，保障食品安全，提高学
校食堂管理水平。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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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对校内评估，首都医科大学
思政课教授张艳清早已习以为
常；北京市抽查，她也毫不陌
生。但 5 月 20 日，课堂上出现
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政课教学指导
委员会专家一行，对她来说，还
是生平头一遭。

某种意义上，这位北京市首
批高校思政课特级教授，迎来的
是一场“大考”，与她同样迎来
这场大考的，是全国 2500 多所
普通高校的近 3000 名思政课教
师。今年 5 月，教育部委派 200
多名专家，深入全国所有普通
高校的思政课课堂，旁听 3000
堂思政课。专家和学生一起现
场听课，使用专门软件现场打
分，并对授课教师进行现场指
导。这次高校思政课史无前例
的大调研，将是大数据时代对
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全面会诊，
调研结果将对未来高校思政课
建设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从教已逾 20 年，走上

讲台的一刻，张艳清还是有些
紧张，“嘴唇、喉咙都发干”。铃
声响起，她开始上课，讲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授课从一段视
频 开 始 。 这 是 张 艳 清 截 取 的
2011 年度“感动中国”颁奖典
礼片段，主人公是著名医学家吴
孟超。吴孟超是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开创了中国肝胆外
科事业，90 岁高龄还亲自上阵
完成高难度手术，他的一双手被
誉为“上帝之手”。

从医德楷模、医术大牛入
手，是张艳清上思政课的窍门。
身处医学院校，她关注医学生在
思政课里的“获得感”。她选取
这段视频，是为了向学生讲解核
心价值观里的“敬业”。

这所医学院校并不孤立于社
会之外。医生收入、过度疲劳、
暴力伤医⋯⋯是这些 90 后学生
最关注的话题，也是他们的困惑
所在。“相较其他专业，医学生
受教育时间长，毕业后还要经历

数年规培。这样的培养成本，使医
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地位、待遇保障
有更大的期待，也更易产生心理落
差。”首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党支部副书记杜长林说。

“敬业”，由此成为张艳清重点
讲解的问题。她希望，当学生成为
医生，就算面对一时的困难，也不
能对工作和患者懈怠，要牢记自己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的
求学誓言。

除了吴孟超，她还为学生介绍
了获得 2013 年“最美乡村医生”称
号的居马泰。哈萨克族乡村医生居
马泰，在新疆包扎墩牧区卫生院一
干就是20年，服务方圆2000平方公
里三大牧场的 4000 多名牧民，其中
艰苦，常人难以想象。

讲到这里，张艳清开始放松，逐
渐进入授课状态。吴孟超和居马泰是
她精心选择的人物，准备课件时，她
为两人的事迹泪流满面，“只有感动
自己，才能感动学生”，她有一肚子话
要对学生讲。（下转第三版）

教育部派专家把脉思政课教学，首医大教授张艳清接受“大考”

“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学生”
本报记者 高毅哲

5 月 20 日，幼儿园小朋友和
爸爸一起玩“快乐毛毛虫”亲子
游戏。当日，由北京明天幼稚集
团承办的 2017 年全国学前教育
宣传月北京地区启动仪式在海淀
展览馆举行。300 余名爸爸陪伴
孩子开展“游戏点亮快乐童年”
主题活动，倡导全社会为幼儿创
造快乐的游戏与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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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条件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国家重点师范大学学习或工作背景者从优；
2.45周岁以下的高中特级教师，高中高级教师；
3.40 周岁以下的省市学科带头人，省市 （地区级） 教坛新秀且具有中学一级教

师以上职称；

4.身体健康且能胜任2个班级教学。
二、招聘学科

数学、语文、英语、政治、历史、生物、音乐、美术。
三、工资待遇

学校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工资待遇从优、面商 （提供住宿、餐补）。

··广告广告··

杭州英才高级中学
面向全国招聘优秀教师

高校思政课听课记
教育部社科司教育部社科司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

专家点评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
委书记靳诺：

张艳清教授具有坚实的中国
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背景。
这次授课中，她充分发挥自己的
学科优势，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
阐释。她针对医学生的具体实
际，巧妙选取授课切入口，注重
与学生的互动，在有限的课堂时
间里，取得不错的教学效果。

其 实 ， 不 仅 仅 是 核 心 价 值
观，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
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蕴含

着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重要内
涵，在国家软实力层面，具有重
大意义。教师授课时，可以把眼
光放得更加长远，把这层意义阐
明出来，引发学生更多思考。

这次张艳清教授的课堂上几
次由历史典故而起的互动，效果
很好，活跃了课堂气氛。同时应
注意到医学生的知识结构特征。
对他们来说，历史典故既熟悉又
陌生。熟悉是指大家耳熟能详，
总能交流几句；陌生是指他们掌
握的知识不系统，进行深入讨论
存在困难。这是对授课教师的挑
战。建议可以增强集体备课，教
师们加强交流讨论，梳理此种授
课方式的重点、难点，有的放
矢，加以改进。

本报记者 高毅哲 采访整理

我和爸爸
一起游戏

高考在即，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多
所高校在这个周末密集举行校园
开放日活动。北京的骄阳似火，却
并不减弱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咨询
热情，他们为 2017 年高考志愿填
报提前“求医问药”，场面十分火
爆 。本报记者从这些高校获悉，
2017年，部分学校专业有所调整。

部分高校实行大类招生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
实行大类招生。清华大学今年全
面推行大类招生培养和管理，将
纳入本科招生的 49 个专业整合为

建筑类、土木类、环境、化工与
新材料类等十六大类。学生填报
志愿时需要按照专业类填报，在
大一年级，所有学生将接受大类
统一的通识教育课程、专业导引
课程、专业基础课程等，在大一
结束前完成专业确认，并在大二
进入相关院系开始专业学习。

北京大学从 2002 年开始实行
大类招生，学生入学后先进行学
科大类基础课学习，一年或者两
年后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细分专
业学习。据北京大学副校长、教
务长高松介绍，北大本科教育正
在逐步打破以院系为基础的教育
模式，给予学生更多选择，未来

北大将构建更加开放的基于专业
教育基础的通识教育体系。

据中国人民大学招办负责人
介绍，今年该校将继续实行宽口
径招生，招生专业基本以学院为
单位进行设置，覆盖人文、社科
和理工各领域。宽口径招生更加
适 合 厚 基 础 、 高 素 质 人 才 的 培
养，对考生而言，则降低了专业
志愿填报难度，且有利于考生在
充分了解相关学科的基础上，选
择适合并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北师大在今年全部招生专业
中有 4 个是宽口径招生专业，包括
地理科学类、环境科学、生物科学
类和人力资源管理。北师大招办主

任虞立红介绍，这 4 个宽口径专业
前期打通培养，之后可在招生专业
所涵盖的专业和专业方向内选择
专业和专业方向。此外，所有学生
入校后，还有二次选择专业的机
会，可以跨文理大类转专业，不设
门槛，充分满足学生的专业意愿。

针对高校今年实施的大类改
革 ， 不 少 家 长 在 咨 询 后 表 示 认
可。一位人大附中学生的家长表
示，大类招生既符合国际通行做
法，也给一些专业意向不清晰的

学生一个缓冲机会，对考生和家
长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瞄准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培养目标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推进和落实，越来越凸显具有国际
视野、通晓商务知识、精通所在
国语言、熟知所在国文化等高层
次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匮乏。今
年，各高校在招生中积极响应了国
家战略。 （下转第三版）

新增专业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记者探营清华北大等高校校园开放日

本报记者 赵秀红 焦以璇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5
月19日，教育部召开会议，启
动部署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
五年规划和教材管理办法研制
工作。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朱之文出席会议并讲话，教
育部党组成员郑富芝主持会议。

据了解，教育部组织研制
教材建设规划和教材管理办法，
旨在系统规划未来五年教材建
设工作，加强教材管理基础性制
度建设，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
的要求。研制任务主要包括大中
小学教材建设五年规划和四个
教材管理办法，教材管理办法覆
盖中小学、中等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教材，以及引进教材选用，
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材编写、审
查、使用及引进等各环节的制
度。教育部专门成立研制工作领
导小组，统筹协调研制工作；
分别成立教材建设规划、教材
管理办法起草小组，实行行
政、专家双组长制，组织有关

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专题研
究，起草文本。

朱之文强调，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有计划整
体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对
切实提高教材质量，加强党对
教育工作的领导，具有重要意
义。他指出，研制教材建设规
划和管理办法应把握好五个要
求，一要坚持政治统领、把握
方向；二要以学生为本、立德
树人；三要讲求科学、尊重规
律；四要创新机制、破解难
题；五要强化操作、注重实
效。他最后强调，研制工作要
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分工协
作，确保研制质量。

参加会议的有研制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上海市教委、中
国教科院、教育部职教所、教
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北京
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地
方教育行政部门、有关科研院
所和高校负责同志。

教育部启动全国大中小学教材
建设五年规划和管理办法研制工作

关注2017年高考高招

新增专业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记者探营清华北大等高校校园开放日

本报记者 赵秀红 焦以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