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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区公布招生政策，不以购房为标准更看重来穗人员贡献度——

广州：积分入学
“租购同权”
政策落地
本报讯 （记者 刘盾 通讯
员 何 宇 鸿 高 芸）“ 从 今 年
起，在海珠区购房、租赁居住的
来穗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其子
女积分入学时，最高加分都是
30 分，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在 2018 年海珠区来穗人员随迁
子女积分制入学政策小册子上，
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副局长李兴
用笔在“合法稳定住所”这项分
值上划了重点。
近日，广州天河、荔湾、海
珠等多区陆续公布了今年随迁子
女积分入学政策，“租购同权”
靴子落地。据了解，这些区入学

施一公当选
西湖大学首任校长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4 月 16 日，西湖大学第一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浙江杭州
召开。经投票表决，施一公当
选为西湖大学首任校长。
西湖大学是一所由社会力
量办学、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
高等学校，实行校董会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依据 《西湖大
学章程》 相关规定，第一届校
董会成员候选人由西湖教育基
金会推荐、地方政府推荐、顾
问委员会推荐、大学教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学生选举等程序
产生。会议确定韩启德等 21
位候选人为西湖大学首届校董
会成员，确定由钱颖一担任校
董会主席，杨振宁担任校董会
名誉主席。
施一公在当选首任校长后
表示，将西湖大学建设好、发
展好，早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之列。会议还任命许田、仇旻
等人为西湖大学副校长。

江苏启动教师教育
创新行动计划
（上接第一版）
“我们要出台好的激励政
策举措，一个是财政拨款，逐
步提高师范生生均拨款系数；
另一个是在教育重大发展项目
中，将师范教育作为资金使用
的重要方向，并在研究生招生
计划等方面对师范院校倾
斜。”葛道凯说。同时，该省
将逐步提高教师收入水平，建
立教师荣誉制度。
此外，江苏强调要促进校
地协作为基础教育服务,建立
政府主导、高校主体、中小学
主动的“三位一体”协调发展
机制。其中，教育行政部门要
将师范生培养工作列入职责范
围，与培养院校共同制定培养
方案；中小学要积极为师范生
实习、在职教师跟岗培训提供
场所和指导；培养院校要把到
基层一线进行教和学作为教师
教育的必须环节，积极研究重
大问题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
点问题。据悉，今后这些内容
都将作为评价师范院校办学思
想、办学水平、办学效果的重
要指标。

积分或与房产解绑，或合法租赁
房屋与自有房屋享受同等分值。
天河区率先公布今年的积分
入学方案，该区不因居住房产属
自有或租赁而区别对待。在天河
区合法稳定居住满 60 个月者，
分值均为 100 分；合法稳定居住
满 1 个月不足 60 个月的，每月
1.5 分。在荔湾区购房居住满 5
年者、在荔湾区合法租赁居住时
间与在荔湾区购房居住时间总计
满 5 年者，以及在荔湾区合法租
赁居住满 5 年者，积分加分均是
100 分。这意味着，符合一定年
限的来穗人员租房者，与购房者

一样享受同等加分。
海珠区今年发布的积分入学方
案改革力度最大，无论在该区租房
还是购房，同等积 30 分。李兴分
析说，2017 年，在海珠区购房满 5
年者以及在海珠区合法租赁居住满
5 年者，最高均为 100 分；但在海
珠 区 购 房 不 足 5 年 者 的 积 60 分 ，
在海珠区合法租赁居住不足 5 年者
按每月 1 分积分，要积满 60 分需 5
年时间。
“要正确理解‘租购同权’中
的‘同权’。
”海珠区教育局小教科
负责人解释说，符合条件的来穗人
员随迁子女最终入读哪一所学校，

还与广东省居住证、合法稳定工
作、缴纳社保年限等其他八大指标
的综合积分，以及填报的志愿有
关。
据介绍，合法稳定住所在海珠
等区积分入学指标体系中的比重正
逐渐降低。此外，广州各区积分入
学指标体系更看重来穗人员贡献
度，以其参与共建共治时间的长
短，而非以缴纳社保多少、购买房
子的大小作为衡量标准。
“近年来，广州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工
作，我们花大力气推动学位建设，
为落实‘租购同权’打基础。”广

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给出一组数
据：2017 年，广州累计下达补助
资金 20.2 亿元，新改扩建中小学
43 所，新增学位 5.2 万个。因此在
人口大规模流入的情况下，该市学
位供给与需求仍保持总体平衡。
为让来穗人员随迁子女从“能
上学”到“上好学”，广州采取学
区化、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推进教
育高位均衡优质发展。目前，市区
共 组 建 教 育 集 团 19 个 、 学 区 66
个、教育联盟 5 个，覆盖中小学
1066 所、服务学生 106.3 万人。同
时，该市通过经费补贴、政策帮扶
等举措，提升民办校办学质量。

“生如闪电之耀亮”的青年先锋——高君宇
新华社记者 霍瑶
从太原市出发，往北百余公
里就到了山西省娄烦县静游镇峰
岭底村，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著名政治活动家高君宇
的出生地，也是他 16 岁以前一
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高君宇故居纪念馆坐落在峰
岭底村东，依山而建，山上青松
翠柏，迎接前来参观瞻仰的人
们。
1896 年 10 月，高君宇出生
在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大户人
家。受父亲的影响，他思想活
跃，赞成新生事物，向往变革
与革命。
1916 年，高君宇考入北京
大学，参加各种进步社团，广泛

（上接第一版）
去年 11 月，该校与澳大利亚
无忧时刻公司合作成立了动画电
影工作室，无忧时刻公司著名制
片人巴里·普鲁斯和胡赫将在半
年内带领师生共同开发一部 90 分
钟三维动画电影、一部 26 集动画
系列片和一部 5 分钟动画短片的
剧本和动画样片的前期创作。
“这是学校与巴里·普鲁斯先
生的第二次合作，7 年前第一次合
作中，他带领学生进行编剧、美
术设计、分镜头脚本设计等动画
前期内容的探索和学习，指导 60
名 在 校 生 共 同 创 作 了 《狼 和 兔
子》《种猫》《都市幻想曲》 等 6
部动画电影前期设计内容。”王春
利说，“现在这个工作室向全校招
聘学生，报名非常踊跃，72 名学
生已经进入工作室进行创意工
作。他们将在这里最大限度打开
思维和眼界，学习和掌握最前沿
的技能。”

引企入教，产业成为教
育主体元素
传统的产教融合有几种形
式：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学校三
方合作，这是一种基于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的合作形式；还有
一种是企业与学校合作，双方基
于互惠互赢的基础，共同开发项
目并进行人才培养。但吉林动画
学院却打破传统，把企业引入学
校、融入教育，把产业作为教育
的主体元素。

接触有进步思想的老师和学生，
在北大崭露头角，成为学生领
袖。1919 年参加领导了五四运
动，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发表革
命文章。
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
的锤炼，使高君宇更加坚定了马
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
自觉担当起在中国大地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重任。1920 年，他在
李大钊的领导下发起组织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并在长辛店创办工
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
职工联合会，领导发动了北方早
期的工人运动。1920 年冬，高
君宇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
织。

吉林动画学院“引企入教”
有两种形式，一是建立隶属于学
校的企业，二是把外部企业引进
学校进行深度合作。
学校纪元时空集团公司副董
事长谭皓月说，2008 年以前学校
基本是与企业合作，后来学校根
据专业和产业方向成立第一个动
漫公司——吉林禹硕影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后来又成立了吉林
纪元时空集团公司。目前该集团
公司下辖禹硕、天博两大影视公
司，以及吉林文创动漫游戏产业
园管理有限公司、吉林华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这四大产业公
司即是对应四大专业群而建。
谭皓月说，近几年集团公司
还引进吸纳国内外高校、科研机
构及企业的科技领军人才 100 多
人，通过开展特种电影、全息影
像、手机游戏、体感游戏、移动
互联网和人机交互技术的研究，
掌握了 20 余项自主关键技术，研
发出 213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
关键技术的创新性成果，“现在，
这些成果都应用到我们的教学上
了”
。
动画艺术学院副院长、天博
影视制作公司总经理张蕊是学校
第一批企业员工，也是我国第一
代动画产业从业者。她认为，动
画这样的文创产业和教育结合
好，会产生突飞猛进的进步。
“2002 年 我 在 深 圳 参 与 一 部
动画电影的制作，那时原发技术
都是国外的，做的项目也是外企

1921 年 7 月 ， 中 国 共 产 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
开，高君宇是全国 50 余名党员
之一。
1924 年夏天，高君宇回到
山西筹建共产党组织。1924 年
下半年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
秘书。1924 年底陪同孙中山北
上，协助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
筹备工作。1924 年 12 月起任中
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25 年 3

月 5 日在北京病逝，时年 29 岁。
2013 年 6 月，修复后的高君
宇故居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月均
接待游客 3000 余人。“最近这些
年，越来越多人前来瞻仰英烈高君
宇，他是我们这儿的骄傲。”峰岭
底村党支部书记王旭珍说，我们一
定要把君宇精神继承发扬下去，坚
守理想信念，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
不懈奋斗。
据新华社太原 4 月 17 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的，我们只是做加工，电影播放
时，我们的名字连片尾的字幕都
上不去。2004 年我来到吉林动画
学院，当时学校成立了动画工作
室，2008 年在工作室基础上成立
禹硕影视公司后，我们开始研发
核心技术，2013 年我们制作出 3D
院线电影 《青蛙王国》，现在这个
品牌已经制作出 3 部，第一部国
内票房 2000 万元，在欧美上映票
房达到 1500 万美元。从那时到现
在，也就十几年时间。
”张蕊说。
“那么，引企入教产生的这些
成果之外，还给教育带来了什
么？
”记者问。
“一是使得教学与产业紧密结
合，使师生教与学的内容不断更
新。二是教师与公司员工互动，
教师的技术水平与公司一起更
新，使得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不再
是学校难题。学校有几百名员
工，他们是双师型的储备室，既
能做，又能讲课，还能带队。三
是使学校始终站在行业前沿领域
并可能引领行业发展。四是学校
就是巨大的实习场，学生实习实
训不再是专业教育难题 。”张蕊
说，师资的互动和不断提升技术
水平是“引产入教”给人才培养
带来的一种新机制，是比任何创
新都重要的成果。
“现代科技发展更新非常
快，一般两年左右技术就会迭
代，因此教师也必须不断提升 。
我们在管理上，公司员工和教师
可以互动，技术人员研发出新技

术后，要给老师和学生宣讲介
绍，天博公司有十几名骨干员工
都是教师，同时教师也参与项目
制作，在参与中提升技术。这几
年我们在动画编程方面研发出
300 多个插件，都是员工和教师
共同研发的，已经全部用到了教
学上。”
在张蕊看来，公司做出来的
其实是两个产品：一个是文创产
品，一个是学生，二者密不可
分。“我们在文创行业领域形成了
品牌效应，国内有规模的公司肯
定有我们的学生，从事 5 年工作
的，都可以做到总经理、艺术总
监或部门经理，毕业十几年的都
成了行业资深人士。
”张蕊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吉林
动画学院投资建设的吉林动漫游
戏原创产业园作为吉林最大的专
业动漫游戏集聚区和孵化基地，
目前已引入中小企业孵化基地、
大学生双创孵化基地、省级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动画研究院、现
代动画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项
目，孵化 100 余家企业和 300 余
个大学生专业工作室，在学校形
成浓厚的“创意硅谷、创业硅
谷”氛围，成为吉林省科技企业
孵化器。
在 2017 年 7 月，吉林动画学
院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第二批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中,该校又收获 34
个金奖项目中的两项。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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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博览会
聚焦新时代美育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试驾模拟电车、体验蛋雕艺
术……4 月 16 日至 18 日，第十五届上海教育博览会在上
海展览中心举行，聚焦新时代美育，包括市级、高校、
区级、艺术特色高中、职业教育、教育企业六大展区，展
示美育成果，交流实践案例。
由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全国第五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暨艺术作品展览同期
举办。47 个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进行展示与体验活
动，大学生们以“创意与创新”为主题，创造出一件件富
有表现力的作品。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倡导科艺结合育人理念的李政
道先生为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写来寄语，鼓励大学生敬
时爱日，崇时创新，正德厚生，臻于至善，并希望大学以
科艺结合的方式培养人才，求真树人，求美育人。
在艺术作品展中，展出 103 件绘画、书法、篆刻、摄
影、设计、微电影等学生艺术作品，以及 179 件高校校长
的绘画、书法、篆刻、摄影作品，体现高校师生的审美情
趣和艺术才华。

建行资助高中生成长计划
10 年惠及近 9 万人次
本报北京 4 月 17 日讯 （记者 万玉凤） 中国建设银
行今天在北京举行“资助高中生成长计划十周年”座谈
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王立英出席会议并
讲话。
2007 年，建行携手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启动“成长
计划”公益项目。截至 2017 年，累计捐赠 1.4 亿元，近 9
万人次学子受益，7 万人圆了大学梦，改变了人生命运。
王立英表示，“成长计划”项目十年来帮助数万高中
学子圆梦的同时，也在项目实施方面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
和办法。现阶段“成长计划”重点奖励普通高中品学兼优
的学生，是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政策出台以后在助学方向
上的主动调整和精准发力，也为助学政策的完善提供了有
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今后，教育发展基金会将和建设
银行继续携手，创新工作方式，切实提高项目的社会效
益，以更多方式合作开展其他教育公益项目。

第十四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
节能大会举行绿色校园分论坛
本报讯 （记者 宗河） 近日，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
展中心参与组织的第十四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
“绿色校园分论坛”在广东珠海举行。
与会专家分享了包括绿色校园和绿色建筑知识教育及
绿色校园工程实践经验、绿色校园案例等在内的绿色校园
建设的“标准动作”。该分论坛作为绿建大会常设论坛，
为解决绿色校园规划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新要求，在绿色校园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
积极推动作用。
绿建大会上，规建中心联合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
会发起的十大绿色生活方式微视频及平面设计大赛同时颁
奖。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张智强、刘冰等用手语诠
释十大绿色生活方式，鼓励更多特殊学生参与绿色生活方
式的推广宣传作品获得本次大赛特别奖。赛事共收到 139
所学校 254 幅作品，大众投票点击量突破 100 万。获奖优
秀作品在大会上以展板和视频形式亮相。

线上+线下，
“思修”
课为学子导航
（上接第一版）
清华“思修”课的慕课教学，只是一个缩影——教育
部数据显示，我国高校和机构自主建成的慕课平台目前已
有 10 多个，460 多所高校建设的 3200 多门慕课上线。中
国慕课课程建设走在了世界前列。
现在，张瑜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上
课、参加学生的讨论：“我想继续完善课程体系，尝试课
程与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融合，将投票、弹幕等形式引进课
堂，让这门课的效果更好。
”
本报北京 4 月 17 日电

·公告·

汉中市龙岗学校十周年校庆公告
（第 1 号）
泱泱中华，巍巍秦巴；煌煌龙岗，雄居中央。北
挽汤汤汉水，南依苍苍旱麓，西枕嵯峨高岗，东望昊
日初阳。
百廿万载，文明蕴藏。周礼诗经，悠久滋养；嶓
脉传承，清流濯扬；东流蹈海，蓄势鹏张。
艺苑巨擘，兴庠办学；教育报国，化育桑梓。戊
子发轫，鼎运奠基，天赐嘉名，号曰龙岗。树中华名
校鸿志，举民族英才大纛。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厚
积薄发，一鸣惊人。十年砺剑，气冲斗牛。

三高特色，五化发展，五清模式，五环教学。理
念新颖，奇迹频创。敢为人先，永不放弃；立德立
行，大器天下；开启殊途，引领潮流，菁莪乐教，桃
李竞芳。天汉奇葩，陕南翘楚；誉贯三秦，声闻京
华。莘莘学子，鸿鹄梦圆；未名水木，魁星璀璨。
十年华诞，逢新时代。振翼高飞，鹏举九万；立
足神州，放眼寰宇。融会中西文明，培植世界公民。
十年华诞，海纳同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追

慕大道，振兴教育；筑梦龙岗，共赢未来；培育英
才，光耀华邦。
十年华诞，抚今追昔。龙岗精神，追求卓越；龙
岗圣园，嘉木树庭。龙岗师长，秉道毓德；龙岗学
子，孜孜求索。师恩绵长，同窗情笃；龙岗声名，日
臻盛隆。
十年华诞，召告桃李。异届同年，济聚龙岗。反
哺母校，涌泉回馈；传唱母校，盛名远扬。广而告
之，惠泽八方！

汉中市龙岗学校将于公元 2018 年 9 月 30 日，喜
迎十周年华诞。届时学校将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值
此金秋丽日，硕果满枝之时，诚邀宇内校友，同聚共
贺，共襄盛举；殷盼各界宾朋，莅临指导，切磋交
流。佳日临近，此情可待；四海相聚，弥足珍贵。以
秩为鉴，与时俱进；再铸辉煌，日月同光！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汉中市龙岗学校校庆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