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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砥砺奋进的五年奋进的五年
教育新实践教育新实践

“老师，你胸前那个光亮的东
西是什么？怎么总是戴着这个？”

“这是党徽，老师戴上这个觉
得特别光荣，它可以时刻提醒老
师，不忘把你们教育好。”

这段对话发生在江西省抚州
市金溪县锦绣小学的校园里。今
年春季学期起，金溪县教体局要求
全县中小学党员教师，每天必须佩
戴党徽入校园、进课堂，亮明党员
身份。

唐宋八大家，抚州有其二；一
曲《牡丹亭》，惊情四百年。有“才
子之乡”美誉的抚州，学风历久不
衰，如今这里又成为全国中小学教
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

近年来，抚州市创新中小学党
建工作，全市 1818 所中小学党旗
飘扬，1.2 万名党员教师亮身份、亮
承诺、亮本领，带动全市教师比作

风、比创新、比业绩，把教育这块金
字招牌锻造得更加闪亮。

关键时刻，党员教师
站出来

“大学能入党不容易，得处处
是表率！”可 2011 年 7 月，党员韩
茜茜刚到抚州市实验学校时，却觉
得很委屈：“整整一个暑假，白天整
理实验室，晚上趴在机房里做业务
提升试卷。”但每天晚上 10 点回
屋，她转头看向行政楼，只见一排
排的灯都亮着。

2010 年，高标准新建的抚州
实验学校，甫一招生就吸引了大量
生源，然而教师配额缺口大。

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彭国芳
忘不了，关键时刻是党员教师站了
出来，主动请缨，跨年级、跨学科、
多带班，不少人一周排了18节课。

“是党员，就该撸起袖子干事
业。”只想帮学校渡过难关的韩茜
茜也申请了多带班，“彭校长带着
班子成员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
晚；巡校时摔倒骨折，仍吊着绷带
出差招聘。”

党员教师往往是中小学教育
教学一线的佼佼者。崇仁县江重
实验小学 2015 年独立办校，师资
力量不足。“关键时刻用上去”，学
校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开展“党
建+青蓝工程”。

在乡村小学工作了 5 年，花蕾
刚来到江重实小，就赶上崇仁县优
质课竞赛。

第一次上公开课时，教具、教
法都不懂，“惨不忍睹”。花蕾说：

“那时刚建校，一大摊子事，但程海
燕书记和方丽云副校长还是耐心
指导我，一字一句地磨。”那次竞
赛，她得了第一名。

党 支 部 班 子 成 员 全 都 做
“蓝”，从师德、业务等方面指导
“青”，晚上加班、周末“加餐”
是常态，教师活力一下子释放出
来了。2016 年，江重实小被评为
全市“五名工程”10 所名校之

一，学校还常组织党员教师到乡
村薄弱学校送教⋯⋯

破解党建、业务“两
张皮”

“过去，抚州中小学重业务、轻
党建现象比较突出。我们抓学校
党建，重在破解党建、业务‘两张
皮’的问题。”抚州市教育局局长吴
建发介绍说。

在抚州，支部建设是立足于教
育教学实际的。

临川一中、临川二中等将党小
组建到了学科组。临川一中党总
支书记、校长王昱说：“这样，不但
克服了教师上课时间分散、难以频
繁集中的实际困难，还将支部思想
建设与学科业务学习、支部组织建
设与学科梯队建设、支部作风建设
与学科师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南城县则把党小组建到了年
级组，有条件的还建在了班级、科
室，并将党建工作纳入教育督导，
与业务同落实、同检查、同考评。
此外，县教体局还在全县教师中开
展了重抄入党申请书、重温入党誓
词的“双重活动”。

但真正要发挥党员的正面引
领作用，光靠党员教师与普通教师
打成一片远远不够。

2013 年建校后，金溪县锦绣
小学第一件事就是统计党员数量，

“先把党员的身份亮明了”。“聚光
灯”下，党员必须是优秀的。为了
帮助党员成长，锦绣小学将党建与
培育工程相结合，规定学校的名师
工作室分组组长必须是党员业务
骨干。金溪二中则在每个年级都
设立了党员示范班，其班主任必须
是党员，每班每学期必须推出一两
节学习教育优质课。

临川二中每年开展党员教师
的精品课展示，提出把党员教师业
务能力的提升纳入“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评价指标，并给党员教师开
设了玉茗讲堂、才乡讲坛等。39
年来，为了培养优秀的党员预备
队，学校党支部和团委每学期都要
针对师生组织一期业余党校，利用
业余时间，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学
习，走出校门帮扶乡村小学、抗战
老兵、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把
一大群优秀的积极分子团结到了
党组织周围。 （下转第三版）

学校党建锻造教育品牌
——江西省抚州市创新中小学党建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徐光明 甘甜 《人民教育》记者 冀晓萍

本报讯 （记者 高靓 通讯
员 吕东光） 近日，大连理工大
学出台 《学科建设管理办法》 等
6 个文件，对全校 14 个学部 （学
院） 的 42 个学科进行全面规划和
分类支持。“一流大学一定要有若
干个世界水平的一流学科做支
撑。一流学科建设要从凝练学科
方向、明确发展目标、设计好发展
路线图做起。在国家大力推进‘双
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我校不光着
眼于打造一两个顶尖优势学科，而
是通盘考虑所有学科发展，以此作
为提升办学水平的新机遇。”大连
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说。

作为一所老牌工科高校，大

连理工大学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也积累了化学
工程与技术、水利工程、力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土
木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船舶
与海洋工程等一批优势学科，但
不可否认，与国内外顶尖高校还
存在差距。为了能准确找到突破
口，该校从2015年开始，由校长
带队，逐一对学部、学院所有学
科进行摸底调研。

针对调研发现的传统学科缺
少新的增长点、学科存在重复建
设、优势学科大而不强等主要问
题，学校花费一年时间进行学科
建设整体规划。

该 校 副 校 长 贾 振 元 告 诉 记
者：“学校打破惯性思维，将分散
在不同学院的相近学科进行重
组，新成立了光电工程与仪器科
学学院、微电子学院。”

根据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
行业需要，大连理工大学确定了
大数据信息科学、新材料、纳米
与传感技术、海洋信息等新兴交
叉学科作为新的学科增长点。

郭东明认为：“互联网时代，高
新技术爆发式增长和国际学科前
沿创新主体边界的模糊性，意味着
科技创新‘单兵突进’‘各自为战’
的方式已经过时。此番学科建设
必须直面国际学科前沿和国家重

大需求，走多学科协同之路。”
在贾振元的办公室里，记者

看到他绘制的“学科拓扑图”。
14个学部 （学院） 的42个一级学
科，按学科建设对学校发展作用
的横向维度和学科水平的纵向维
度排列，纵向分为顶尖学科、高
水平学科、重点发展学科、特色
学科 4 个层次，横向则划分为主
干学科和支撑学科。各学科之间
有箭头衔接，以示其中关联，逐
渐向最顶端的主干学科聚拢，形
成塔状结构。“目的是让各学科的
定位更加明确，让学校的学科发
展路径更加清晰，围绕主干学科
加强学科交叉，打造学科集群，

带动整体发展。”贾振元说。
据介绍，大连理工大学此次

出台的政策对不同类型学科给予
有针对性的支持。例如，学科建
设经费向顶尖和高水平学科倾
斜、向高层次人才倾斜。对像信
息与通信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
术等高水平学科和重点发展学科，
坚持特色发展，与顶尖学科和高水
平学科相交叉，在发挥支撑作用的
同时将学科做大做强，学校对这些
具有新特色的学科同样予以大力
支持。同时，学校实行人事制度
改革，针对学科的差异性和特殊
性，分类分级管理，激发了科研
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改变学科重复建设、大而不强等现象，瞄准国家重大需求走多学科协同之路

大连理工大学：打破惯性“重组”学科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
电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国务院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讲
座，就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若干前沿领域发
展态势进行专题学习。

白春礼、潘云鹤、潘建
伟、周琪院士分别围绕世界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总体
态势以及人工智能、量子科
学、基因编辑等专题作了讲
解，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国务院党组各位同志听取了
讲解，并与专家互动交流。

在听取专家讲解后，李
克强说，当前，新一轮世界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
起，它具有极大的冲击力，
正在对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
量的作用和影响，将引发未
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
整，可能重塑国家竞争力在
全球的位置，颠覆现有很多
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
式，实现多领域融通，重构
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
式，乃至改变人与世界的关
系。这其中既蕴含着重大机
遇，但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
性，未知远大于已知，会带
来多方面挑战。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面对渗透各
方、扑面而来的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浪潮，我们必须站
高、看远、想深、谋实，增
强紧迫感，以积极作为抢占
制高点、把握主动权，开创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未来。

李克强指出，抢抓机
遇，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瞄准主攻方向，
努力追赶或站上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人工智能、量子科
学、基因编辑和新材料、新
能源等关键领域，在突破核
心技术、拿出原创性成果上
下功夫，在更多领域实现由

“跟跑”变为“并跑”，有的
甚至可争取“领跑”。面对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
的供需结构深刻变化，在关
系国家核心利益和安全、亿
万民众福祉等领域，紧密结
合“中国制造 2025”、“互
联网+”等，依托重大科技
工程，通过联合攻关和协同
创新，突破更多技术瓶颈，
形成跨界融合、系统集成能
力，增强产业持续创新力，推动传统动能改造升级和新动能成长壮
大，促进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说，要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必须加
强基础研究这个重要支撑。要紧扣突出短板，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力
度，促进企业发挥基础研究生力军作用，落实好相关政策，加大对
人才资源的投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们把国家目标
与个人兴趣有机结合起来，自由探索未知空间，努力在探索奥秘、
发现规律中有更多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同时，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更好结合，推动科技与产业贯通，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更多源头活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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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鲁磊 通讯
员 何元凯） 6 月 23 日，“空港
高校共享之旅”在西南民族大学
航空港校区启动。这是四川省成
都市双流区利用双流机场区位优
势，借势高校特色文化资源开展
的“共享宿舍”活动。60 余家
旅行社代表和大量游客前来参
观、体验。

西南民大利用暑期宿舍楼的
空置期，打造出不同民族风格的

“宿舍旅馆”：苗族风格房间中，
蜡染作品、刺绣蚊帐精美绝伦；
藏族风格房间里，民族风拖鞋、
坐垫色彩绚丽。“这要是我的宿
舍，真想再上一次大学！”前来
体验的一名游客直呼惊艳。

西南民大安排了专门的学生
志愿者，为每一位入住游客讲解
房间里各种装饰的文化意义、工
艺特色。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大
三学生丁真曲西就是参与暑期

“共享之旅”的讲解员。她告诉

记者，藏族风格房间的物品都是
由学校藏创学堂的老师和同学手
工制作，其他民族风格房间的物
件也大多由学生社团制作，游客
入住期间可直接购买或定制自己
喜欢的物件或工艺品。

该校文献中心、民族博物馆
假期也不“打烊”，专门配备了
讲解员，为游客奉上文化大餐。
夜晚的西南民大校园，各处广场
上，游客可以参与不同少数民族
学生的歌舞欢聚，在校园里就能
体验多种民族风情。

据介绍，整个暑期，双流区
将联合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主的院
校，拿出100间学校宿舍开展活
动。成都市旅游协会会长温儒杰
说，活动将整合高校假期闲置资
源，让学生宿舍变身城市文化之
窗，把旅游与大学生“双创”相
结合，让更多的人了解四川文
化、民族文化和学校文化，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

西南民族大学：

宿舍楼暑期变“旅馆”

6月25日，考生和家长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园开放日现场咨询。当日，2017年天津市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式开始，天津各大高校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
服务。 刘东岳 摄 （新华社发）

高校招生咨询忙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近
日，山东省教育厅出台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
案，决定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对
中职学生开展思想品德、学业水
平、艺体素养、职业素养、社会
实践等5个方面综合素质评价。

山东明确，思想品德主要考
查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遵循和践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弘扬，以及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责任义务、安全
环保和其他文明行为习惯表现
等。学业水平主要考查学生学习
兴趣和良好习惯的养成，对学科、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掌握情
况，拓展性学习，运用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等。艺体素养主要考查
学生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体育
锻炼习惯、身体机能、运动技能和
卫生习惯等，考查学生的审美和
艺术表现能力。职业素养主要考
查学生正确的职业观和职业理想
的树立，职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的
塑造，职业行为习惯的养成等。
社会实践主要考查学生社会适应
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团结协作
能力、服务社会情况等。

山东启动中职生
综合素质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