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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强 特约
通讯员 谌涛）“教育大数据应用
为高三学生助力很多，2017 年高
考中，我校学生英语成绩 A 等率
比 2016 年提高了 9 个百分点。如
今这项技术已经运用到高中各年
级大部分学科中。”近日，记者在
浙江衢州第一中学采访时，该校
信息中心主任聂晓云对记者说。

近年来，衢州从市级层面对
教育大数据应用进行统筹。2017
年，衢州建成市县两级教育大数
据中心，全年投入教育装备经费
2.72 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超过
100%，60%以上学校主要教学场
所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配备移
动学习终端5000多台。

在“大手笔”投入教育大数
据装备建设的同时，衢州鼓励

“百花齐放”：有的学校将大数据
应用于学业水平精准分析，有的
用于学生综合素质科学评价、教
师教研、食堂管理⋯⋯

以前，英语教师逐一批阅一
个班的英语作文，几个小时瞬间
就过去了，效率很低。为“减
负”“提效”，衢州一中利用一项
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对英
语作文进行自动批改，精准定位
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错误
类别，并自动给出修改意见，学
生修改后再提交批改，最多的作
文批改了 20 多遍，这样的“人机
对话”不仅减轻了教师负担，也
提升了学习成效，教师从原来繁
重的批改中，转变为对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考后辅导。

在衢州市教育局电教馆馆长
徐寅波看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驱动，教育质量的提升成为一本

“明白账”：真正实现教得明白、
学得明白、考得明白、管得明
白、研得明白。

以前，教师阅卷要花很长时
间，靠经验才能诊断学生薄弱
点。现在，大数据不仅能帮忙

“阅卷”，还能出成绩报告。
柯城区书院中学是一所薄弱

初中，学校通过大数据对学生考
试成绩进行精准分析，形成“雷
达”图、“门牙”图，学生的“闪
光点”和“薄弱点”在上面一目
了然，学生可以更精准地学，教
师也可以更精准地讲；白云学校
基于平板电脑定制个性化作业，
使学生作业负担明显减轻、学业
水平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师生
主动申请加入。

以前，学生的德育学分，要
靠值日生和教师画“正”字，一
分一分地统计。现在，大数据不
仅能帮忙统计，还能“写评语”。

龙游县凯马国际学校在日常
的大量德育活动中实时采集相关
数据开展德育、品行、情商、学
科学习等分析，为每一名学生出
专属综合评价、情商报告等，教
师可根据分析结果实施个性化德
育和指导。

龙游县下库小学是一所农村
学校，学校研发适合学校日常管
理和服务需求的平台，师生考勤、
校车管理、报修等行政后勤事务全
部实现数据化、自动化；衢州第二
中学等学校通过大数据发现学生
膳食营养结构不合理，学校马上邀
请营养专家介入，并在采购、供餐
等方面进行了改善。

如今，衢州全市有 62 所学校
结合学校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大
数据应用，1300 多个班级参与了
试点工作，大数据已经渗透进学
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呈
现“星火燎原”之势：龙游县 4
所初中结成学业数据诊断联盟，
20 多所使用平板进行数据化精准
教学的中小学结成“移动学习终

端应用联盟”，市区 7 所学校形成
了“食堂大数据”联盟，江山市
将在两年内投入1.5亿元推进教育
大数据应用⋯⋯

“现在，我们既抓示范校，又
抓扩面提升。”衢州市教育局局长
徐朝金说，“我们鼓励学校和教师
勇于尝试、敢于冒尖，同时也要
求促进教师间、学校间、区域间
的融合共享，优质的资源、好的
经验都要拿出来分享，鼓励按照
学段、学科、使用的工具，成立
一些校际联盟，教研部门和技术
部门要加强融合、形成合力。以
大数据为核心的新技术，已经成
为帮助我们实现‘变道超车’的
新手段，成为衢州教育发展的新
动力。”

市县统筹教育大数据管理 各校“百花齐放”特色应用 校际、区域新技术融合共享

衢州教育借大数据“变道超车” 新华社首尔 3 月 27 日电 3 月 26 日，教育部部长陈
宝生访问韩国教育部，与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金相坤
举行会谈。

陈宝生积极评价中韩两国教育交流取得的成果，表示希
望双方加强沟通协调，通过推进高等教育政策对接、职业教
育合作、青少年体育交流等领域交流，传承中韩世代友好。

金相坤欢迎陈宝生到访，表示愿与中方相向而行，携
手进一步深化两国教育合作。

随后，两国教育部长见证了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与韩
国教育课程评价院合作协议的签署。

在韩期间，陈宝生还访问了汉阳大学，接受该校名誉
博士学位，面向该校师生发表了题为“携手共进 谱写中韩
教育合作新篇章”的演讲，并考察全球首家孔子学院——首
尔孔子学院。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会见韩国
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金相坤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为更好服务国家工程科技
与产业发展需要，日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
下发通知，决定统筹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专业人才培养，
将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调整为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
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
通运输8个专业学位类别。

据悉，调整后的 8 个专业学位类别分为硕士、博士两
个层次，其中，工程硕士领域中的项目管理、物流工程、
工业工程3个领域调整到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类别。

为做好调整的过渡衔接，工程硕士、工程博士研究生
2018 年、2019 年按调整前的工程领域进行招生、培养、
学位授予。从 2020 年起，按调整后的专业学位类别进行
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 相关报道见三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通知

工程专业学位调整
为8个专业学位类别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日前印
发 《关于下达 2017 年审核增
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
单的通知》。本次学位授权审
核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如何保
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的质量？3 月 27 日，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
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
此回答了本报记者提问。

改变过去以分配数
量指标为主的审核方式

问：本次学位授权审核的

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本次学位授权审核，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研

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
具体有3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转变发展理念，实现
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下转第三版）

促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
——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研究生司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黄鹏举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园校美丽
征稿邮箱

mlxy@edumail.com.cn

近日，四川美术学院校内的
油菜花盛开，吸引了众多师生和
市民前来赏花。该校美景已经成
为每年春季重庆市的热门踏青地
之一。

孙凯芳 摄

花 海

本报北京3月27日讯 （记
者 万玉凤） 国务院学位办今
天公布了 2017 年审核增列的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
经各省推荐和材料核查，进入
专家复审程序的新增博士点
1429个，通过复审和公示655
个，通过率为 45.8%。其中，
通过的博士点中原有二级学科
博士点升级为一级学科博士点
283 个，完全新增的一级学科

（专业学位） 博士点只有 372
个，通过率仅为 33.4%。二级
学科博士点升级后，一级学科
博士点覆盖范围内的二级学科
博士点不再保留，对应减少
32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此次学位授权审核改变了
过去以分配数量指标为主的审

核方式，更加突出质量在审核
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补短板强
弱项，着重解决研究生教育发
展中存在的区域不平衡、边疆
民族地区比较薄弱、对行业支
撑还存在空白等突出问题，坚
持稳中求进，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促进研究生教育内涵
式发展。

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学
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
介绍说，2017 年的授权审核
工作经过了省级学位委员会制
订申报指南、学位授予单位申
请、省级学位委员会核查材料
并确定申请资格、省级学位委
员会组织评议、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组织复审、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对拟新增学位授权点进行
公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
审批等 7 个环节，为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此次学位授权审
核从条件标准、政策导向、专
家机制方面对新增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点进行了严格把关。

在评审上，委托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

专家，对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
进行了通讯评议。评议采取票
决制，并按规定进行公示。共
有 1145 名学科评议组成员、
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参加评
议。硕士学位授权点主要依托
各省学位委员会进行审核，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了材料核
查。

新增一级学科博士点372个 28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升级

2017年新增学位授权点名单公布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本报济南 3 月 27 日讯 （记
者 魏海政）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和解
读了 《山东省深化高等学校考试
招生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这一试
点方案的发布，标志着山东省新
一轮高考综合改革全面启动。

山东省教育厅党组书记邓云
锋介绍，山东是继上海、浙江第
一批改革试点后，第二批开展高
考 招 生 制 度 改 革 的 4 个 试 点 之
一，2017 年启动高等学校考试招
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2020年将
整体实施，目标是要形成分类考
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
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
科学选材、监督有力的高校考试
招生体制机制。改革的内容主要
包括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制度、建立并规范高中阶段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深化夏季高
考改革、深化春季高考改革 4 个
方面。

在深化夏季高考改革方面，
山东的夏季高考招生方式分为统
一考试招生、自主招生、综合评

价招生三类。其中，国家统一考
试招生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
学、外语 3 科，不分文理科。考
生总成绩由3门统一高考科目和3
门等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总分
为 750 分。招生院校依据语文、
数学、外语 3 科统一考试成绩和
考生自主选考的 3 科等级考试成
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
录取。高校自主招生申请考生须
按规定参加夏季高考统一考试
后，达到相应要求，接受报考学
校的考核。综合评价招生在部分
中央部属和办学水平较高的省属
本科高校开展，由高校依据夏季
高考统一考试成绩、学业水平等
级考试成绩、学校考核成绩和综
合素质评价成绩，择优录取。

在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制度方面，山东将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考试和等级
考试。合格考试成绩作为学生毕
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和春季高
考高职高专录取的主要依据，等
级考试成绩纳入夏季高考招生录
取总成绩。（下转第三版）

山东全面启动
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
2020年夏季高考将实施“3+3”模式

本报北京 3 月 27 日讯 （记者 王家源） 教育部日前
印发通知，公布了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入选
名单，共195人。据悉，中央财政将为每一位入选者提供
50万元特殊支持经费。

此次入选的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涵盖各级各类
学校，其中高校教师117人，中等以下学校 （含普通中小
学、中职、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等） 教师 78 人。平均
年龄 53 岁，地域上涵盖了全国 31 个省 （区、市） 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学科门类包含工学、理学、文学等全部
13 个学科门类，以及中等以下学校的综合实践、科技教
育、聋哑教育等相关专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一面向全国各级各类教
师、侧重考察教育教学和育人实绩的国家级人才项目。
其遴选坚持突出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实绩、突出候选人的
政治和师德表现，计划支持 1000 名，此前已遴选两批近
200 名。

195名教师入选第三批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