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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鸡西创新德育形式，弘扬传统文化，强化养成教育——

“落到实处的德育，
效果杠杠的”
本报记者 高毅哲 张晨 曹曦 特约通讯员 王洪涛
随意走进黑龙江省鸡西市的
任意一所中小学，你很快就能发
现每所学校闪亮的名片。
在鸡西师范附小，这张名片
是“书法”。学生、教师的习字作
品在校园随处可见，汉字之美到
处流淌，翰墨之香飘满校园。
在兴凯湖中学，这张名片是
“环保”。该校地处兴凯湖畔，常
年坚持开展“洁净兴凯湖”环保
体验活动，调查报告多次获奖。
鸡西 150 余所中小学，孩子
们或练习书法、或诵读经典，或
种草育花、或外出调研。形式多
样的活动中，学生全面发展，思
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
践养成、制度保障”，这让鸡西市
教育局局长俞景福非常兴奋。
“近年来，我们德育工作主要
抓住‘一个中心’，突出‘三项任
务’。”俞景福说，“一个中心”，
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心，将
其融入课程体系、教学活动及校
园 文 化 的 各 个 层 面 ；“ 三 项 任
务”，则是小学抓好养成教育，初
中和高中以明理导行和成人成才
为重点抓好体验教育和实践教
育，努力培养品德高尚、学业优
良、身心两健的人。

形式多样，德育促进智育
小学生练字，为了啥？

鸡西师范附小在实践中给出
答案：为了练心。
翻开该校孩子的习字档案，
几乎每个孩子的字迹，都慢慢从
歪歪扭扭变成规规整整。很多学
生还因为练习书法，纠正了不规
范的坐姿。
还有更重要的变化。该校的
入学调查显示，70%的一年级新生
入学时都难遵守纪律，不爱听课，
注意力保持时间短。而在一笔一
画的书写练习中，学生们心性悄然
改变，逐步养成了精力专注、耐心
细致、不怕困难的好习惯。
为着同样的“练心”，鸡西市
和平小学采取了阅读的方式。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
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

楼 台 烟 雨 中 ” …… 在 和 平 小 学 ，
这样的读书声每天在校 园 回荡 。
学校建设以阅读为特色的校园文
化，调动师生积极性，用文化引
领教师、培育学生。
“腹有诗书气自华”，深厚扎
实的阅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学生。“这些年来，学校打架事
件几乎绝迹，喧哗吵闹也渐渐消
失，学生的坐立行走、言谈举止
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校长陈景利
说。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96%学生继续读研，
10%
学生在世界顶尖大学深造

漆艺术
点亮观众心

“基础学科拔尖计划”
已培养4500毕业生
本报讯(记者 冯丽） 记者
日前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的“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2017 年 度 学 术 研 讨 会 上 获 悉 ，
从 2009 年开始试点以来，“拔尖
计划”已为我国培养 4500 余名
毕业生。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
验计划”是教育部联合中组部、
财政部，为回应“钱学森之
问”、培育 21 世纪杰出科学家而
出台的一项人才培养计划，已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等 20 所高校试点。
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巡视
员宋毅介绍，目前“拔尖计划”
共培养本科生 8700 余名，其中
4500 余名已经毕业。前 4 届毕
业生中，96%的学生继续攻读研
究生，其中有 65%的学生进入
了排名前 100 的国际知名大学深
造，10%的学生进入了排名前
10 的世界顶尖大学深造，初步
实现了成才率、成大才率高的阶
段性目标，带动了学校全方位创
新人才培养改革，发挥了很好的
示范辐射作用。
据悉，下一阶段，我国将继
续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机制，在总结“拔尖计
划”已有成果经验的基础上，谋
划实施“拔尖计划 2.0”
。

在全市推行创新德育之初，
教育部门和学校听到不少质疑
声。家长们直言不讳：“养花、练
字、读‘ 闲书 ’，不会耽 误学习
吗？”
显而易见的效果逐渐消除了
家长的担忧。在和平小学，该校
学生在毕业时阅读量已超过 500
万字，是国家课程标准要求的 4
倍。在省市作文 、演讲 比 赛中，
该校获奖学生比比皆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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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

全面清理和规范
学生资助公示信息
本报北京 12 月 1 日讯 （记
者 焦以璇）近日，有媒体报道
个别省份和学校公示的受助学
生信息，含身份证号码、银行卡
号等个人信息，
严重侵害了学生
权益。为进一步规范学生资助
公示工作，
切实保护好受助学生
的个人信息和隐私，
教育部日前
印发紧急通知，
要求全面清理和
规范学生资助公示信息。
通知指出，要清理超过期
限的学生资助公示信息。在 12
月 10 日前，各省 （区、市） 教
育部门要组织所辖市县教育部
门及所属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排
查学生资助公示信息，原则上
要将超过公示期限的学生资助
信息，从教育部门和学校官网
上全部撤下；各中央部门所属
高校要全面排查本校及所属院
（系） 学生资助公示信息，原则
上要将超过公示期限的学生资
助信息，从学校和院 （系） 官
网上全部撤下。对于公示期内
的学生资助信息，必须将公示
信息中含有的学生身份证件号
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出

生日期、银行卡号等个人敏感
信息全部删除。
通知要求，要进一步规范
学生资助信息公示工作。各地
各校公示学生资助信息时，要
严格遵循国家有关个人信息保
护的相关法规制度，坚持信息
简洁、够用原则，公示受助学
生姓名、学校、院系、年级、
专业、班级等基本信息，不得
将学生身份证件号码、家庭住
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等个
人敏感信息进行公示。各省级
教育部门要按照有关要求规范
信息管理，并结合当前检查工
作，做好学生资助信息公示自
查自纠，督促相关市县和学校
立行立改。同时以此次全面排
查为契机，建立分级负责的长
效机制，确保学生资助信息安
全、规范，把好事办好。
通知强调，教育部将对各
地、各校学生资助信息公示情
况进行抽查，如发现有关部门
或学校仍存在公示学生个人敏
感信息问题，将严肃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并予以通报。

不得在家长群“发红包”不得在班级群发排名
11 月 29 日，参观者在欣赏
四川美术学院老艺术家创作的木
板 漆 画 作 品 《节 日 之 夜》。 当
日，四川美术学院漆艺术展在中
国美术馆开幕。该校将漆艺与漆
画并行发展，已走过近 80 年发
展历程。从传统漆器艺术到现代
漆画、实验漆器的持续探索，形
成了四川美术学院漆艺术创作的
丰富面貌。此次展出川美漆艺术
学科历任专业教师以及部分学生
的 60 余件 （套） 作品。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受自然科学评价影响较深，专家呼吁——

人文社科评价应跳出“影响因子崇拜”
本报讯 （记者 柯进）“一直 心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学术
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 评价高峰论坛上，高等学校文科
价受自然科学评价的影响太深！ 学 术 文 摘 杂 志 社 总 编 辑 姚 申 认
其结果，导致我们的人文社会科 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评价已
学单纯追求量化指标、片面强调 经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人文社科
实用性，过于强调学术研究要立 的良性发展。
姚申分析说，较为典型的案
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跻身各类
例
是
， 自 20 多 年 前 SCI （美 国
排行榜。
”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人
《科学引文索引》）
论坛以国际接
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

轨的名义被引入我国至今，SCI
论文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SSCI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和
HCI （艺术人文期刊索引） 的国
际论文，一直被不少国内高校和
科研管理部门视作评价国内学术
工作者的“权威依据”
，将影响因
子当作最科学甚至是唯一管用的
评价数据。
“这种追求影响因子崇

拜倾向，不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
学的发展。
”
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是一个
复杂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
及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外在指
标与内在指标、间接评价与直接
评价、成果评价与学者评价等一
系列复杂问题，需要开展多学科
研究。（下转第二版）

山东潍坊为教师
使用微信群“立规矩”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通
讯员 杜晓敏 赵云福）不得组
织家长在群里
“发红包”
，不得在
班级群组中公布成绩或排名，不
得将家长“踢”出班级群组……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出台新规，
明确教师在使用互联网群组中
6项
“可为”
与 11 项
“不可为”
。
潍坊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随着互联网应用
的日益普及，很多学校、教师
充分利用互联网，建立微信
群、QQ 群等，加强与家长的
交流互动，发挥了很好的作
用。但也有个别教师在利用微
信群等互联网群组开展教育教
学活动中，存在一些不恰当或
违规的现象，损害了教育形
象，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教师在使用互联网群组中
11 项“不可为”包括：禁止发表
与党和国家政策法规不一致的、
违反国家大政方针、破坏稳定团
结、违背教育规律的不当言论；
作业布置及需要学生、家长完成
的有关事项，不得只通过互联网
群组安排；
不得通过互联网群组

组织家长和学生参加网络投票、
集赞、发红包；不得通过群组发
广告、众筹等；不得在班级群组
中通报点名、批评学生，公布成
绩或排名等；
不得通过互联网群
组组织家长征订教辅资料、电子
产品等有价物品；
不得通过群组
发布涉及学生、家长隐私的信
息；不得将学生家长“踢”出
互联网班级群组；教师不得在
群组内以任何借口或话题与家
长发生争执，遇有争议性问题
应个别沟通，耐心做好解释工
作；严禁教师通过暗示性语言
向家长提出不合理要求；班级
家长群要坚持合法身份准入制
度，一般由班主任担任群主，
群成员为任课教师和班级学生
家长，其他人员禁止进入。
潍坊市教育局还明确了教
师在使用互联网群组中可以从
事的行为，包括：向家长宣传教
育政策、学校规章制度等；传播
家教知识，为家长答疑释惑；加
强家校沟通，征求家长意见建
议，让班级群组、学校群组成为
正能量的传播阵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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