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要闻
2018年5月12日 星期六

04 主编：易鑫 编辑：李澈 设计：吴岩 校对：刘梦·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50元

／部／委／新／闻／ ■

本报北京 5 月 11 日讯 （记者 杜玮） 今天上午，青
少年宪法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暨第三届全国学生“学宪
法 讲宪法”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教育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军出席并讲话。

田学军指出，此次中心成立及“学宪法 讲宪法”
活动启动，是教育系统贯彻中央深入学习宣传宪法精神
的有力举措，是落实教育部党组开展宪法学习教育要求
的具体行动。加强青少年宪法教育，是贯彻落实全面依
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基础、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内在要求、讲好中国宪法故事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正
确方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务求实效、坚持交流互
鉴。中心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聚焦青少年宪法教育
的新要求，多从实践性、参与性、生动性上下功夫，开
展多渠道、多层次交流合作。

田学军说，今年要原原本本学宪法，着力在广大青
少年中集中开展读宪法原文活动。认认真真抓普及，保
证宪法教育全覆盖、见实效。扎扎实实搞活动，办出水
平、办出特色、办出影响，成为教育系统学习宣传宪法
的亮丽品牌。

下一步，中心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建设成为青少
年宪法法治教育科学研究、实践探索和社会服务的重要
平台。

第三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将围绕
“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
法”主题，广泛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征集优秀宪法教育
课件，扎实办好“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组织国家宪
法日“宪法晨读”，引导青少年自觉成为宪法的忠实崇
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按照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工作整体安排，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启
动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督查工作。5 月 9 日至 10
日，督查组率先在北京市开展华北地区督查工作。

督查组听取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和
内蒙古自治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汇报，深入北京市
部分中小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实地调研，了解了各地校
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的政策亮点、典型经验和做法，就
面临的困难进行了深入探讨。

督查组了解到，当前各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取
得阶段性进展。北京市着力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建立市
级校外培训机构服务管理平台，率先在全国推行“课后
3：30 服务”课外活动计划。天津市设计了专项治理排
查统计台账，细化管理，确保实效。河北省不仅摸排校
外培训机构情况，还对中小学校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
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进行普查和登记，确保排查摸底工
作全面彻底。山西省查处有违规行为的有证办学机构
230 余个，依法停办无证非法办学机构近 1300 个。内蒙
古自治区推动各盟市细化专项治理工作措施，将摸排工
作落到实处。

为抓好下一步工作，督查组就压实责任、找准措
施、加快进度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
各级管理部门要把此项工作抓细抓实，不推诿，不躲
避，不敷衍。二是坚持标本兼治，既要抓校内教学水
平 、 教 师 管 理 规 范 等 ， 又 要 抓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超 纲 教
学、应试教学、培训与招生挂钩等管理。三是做好政
策解读，让人民群众了解相关政策，理性为孩子选择
校外培训机构。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督查
工作率先在华北地区启动

青少年应急教育
体验中心落成

本报讯 （记者 鲁磊） 近日，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青少年应急
教育体验中心在四川省汶川县映秀
镇 举 办 落 成 仪 式 。 该 中 心 占 地
9500 平方米，是国内首家青少年
应急教育基地，将针对青少年开展
应急实景演练，为青少年提供开放
式、体验式的应急教育服务。

京津冀共谋加强
职业教育交流新路径

本报讯 （记者 徐德明） 近
日，京津冀职业教育教学协同发展联
盟天津论坛和京津冀职业院校思政
课程教学成果交流展示活动在天津
举行。据了解，京津冀三地将推动构
建职业院校间互通、共建、共享的机
制，实现三地跨区域教师、学生与学
校发展等多层次的融合。

北京首期名校长
领航班结业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教育
部“校长国培计划”——首期名校
长领航班北京教育学院培养基地结
业高峰论坛暨结业典礼近日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8 名中小学校长拿
到了结业证书。名校长领航班旨在
加强我国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培养一批教育家型校长。

2018 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
2018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聚焦

5 月 10 日，2018 年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大气环境
监测与治理技术比赛在天津现代
职业技术学院开赛，来自全国
24 个省市的 57 支代表队参赛。
赛场内，每支参赛队要在 4 个小
时内完成烟气处理工艺设计、自
动控制程序设计等10余项任务。

该赛项申报方案专家组组
长、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张宝军告诉记者，随着大气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2012 年，环境
监测类赛项进入了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

据了解，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举办 10 年来，赛项设置从
2008 年的 24 项发展到 2018 年
的 82 项。大赛项目在逐步精细
化过程中，也不断向教学资源转
化：赛项装备转化提升为教学设
备、赛项任务转化设计为教学项
目、赛项要求转化建设为课程内
容、赛项工艺转化完善为教学标
准、赛项评测转化形成为教学评
价，真正实现了以赛促教。

助教学模式转变
张宝军告诉记者，每届比赛

都会根据行业的最新发展和实际
需求来设计参赛队需完成的任
务。针对企业要求，大赛也从以
往单纯的“大气环境监测”，发

展为如今的“大气环境监测与治
理技术”，比赛内容涉及环境、
电气、自动控制等多个专业领
域，要求参赛选手既能监测，又
会设计，既能施工，还懂管理。
在大赛引领下，近年来各职业院
校也在教学方面作出了相应的调
整，着力培养学生在多种领域的
专业技能。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参赛
队的带队教师孙昊说，自环境监
测类赛项进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以来，学校环境工程学院的
教学紧跟大赛发展，发生了很大
的变革。最初，“环保设备”这
门课的实践教学，仅仅是带领学
生去工厂里参观设备。而随着大
赛相继引入水环境的监测与治理
技术、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赛项，这门课也分割成两门重要
课程——“废水监测与治理”和

“大气污染监测与治理”。其教学
模式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最初几乎没有实训内容，
到如今全部教学均在大气环境监
测与治理技术综合实训平台上进
行，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技能
大大增强，实现了一毕业即上
岗，受到企业的欢迎。

辐射职教相关专业建设
5 月 11 日，高职组智慧物

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赛项在天
津交通职业学院举行。据介绍，
今年该赛项在考查工匠精神、现
场处置和应变能力等方面有了重
要的突破。

以前执行方案设计时所有入
库货物的包装尺寸是已知的，所
以参赛选手在设计方案时，能较
快地设计并绘制出货物码放示意
图，并在执行方案时按照示意图
进行操作；今年增加了部分货物
改变包装规格入库，这在企业中
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如何保证货
物科学合理地入库，考验着选手
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实践教学效
果。带队教师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教学中会注重对学生进行这方
面能力的培养。

此外，今年物流作业方案设
计赛项首次公开赛题，增加了竞
赛的辐射性。目前全国高职高专
院校中有 1002 所院校开设了物
流管理专业，本次比赛的 10 套
赛题内有 3000 多个题目，赛题
的公开对这 1002 所院校物流管
理专业的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具
有引领作用，尤其对实训教学的
引领作用不容小觑。

在举办比赛的同时，京津冀
“现代物流”专业对接产业峰
会、智慧物流实训教学展示等活
动也同期举行。“这些活动中，
各地教师就教学方面的新做法、
新尝试进行充分交流，这对各校

的专业建设、教学改革是一个很大
的促进。”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物流
管理专业负责人李泽说。

促专业改革稳步推进
5 月 12 日，本届大赛备受瞩

目的新赛项——高职组新能源汽车
技术与服务比赛在天津职业大学拉
开 帷 幕 ， 该 赛 项 以 “ 中 国 制 造
2025”规划为背景，紧跟国家新
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服务新能源汽
车产业领域人才培养的需求，对接
纯电动汽车企业先进技术和行业标
准，把真实工作过程、任务和要求
融入比赛环节，对学生在新能源汽
车技术与服务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
有很高的要求。

“通过观摩和比赛，各代表队
找到了差距和不足，为推动职业院
校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务专业的发
展找准了方向。”赛项具体协办
方、天津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负
责人李晶华说。

大赛举办 10 年间，职业院校
专业改革在大赛的引领下逐步深
化，传统专业不仅形成了满足企
业生产的培养方案，还引入大赛
项目课题，实行导师培训；新增
设的特色新兴专业都是通过赛项
设置感知产业需求而设置的，如
近几年新增的智能制造、航空航
天、新能源等专业组群。技能大
赛引领职业院校专业改革，专业
建设水平的提升使得学生的技能
水平大大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了
技能大赛水平的提高。

技能大赛引领职校专业建设
本报记者 陈欣然

“这是我第二次参赛了，这
一次终于如愿了。”在 2018 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
能电梯装调与维护”赛项赛场，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2016 级
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彭征琨告诉
记者。

彭征琨去年就参加过一次国
赛，获得了三等奖。时隔一年，彭征
琨带着“新人”龚小辉，再度走进赛
场，一举拿下该赛项全国一等奖。

这次比赛，面对熟稔于心的比
赛程序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竞争者，
彭征琨抛却杂念，潜心编程序、绘
图纸、练实操。今年，他作为团队中
的“老人”，还要稳定搭档的心态。
从赛前说明会，到抽签入场，再经历
5小时的比赛，还有长达两小时的打
分，所有过程，彭征琨都从容不迫。

赛后，有选手问起彭征琨为
什么接线那么稳定快速，他诚恳
地回答“就是不断练习，熟能生
巧”。其实，在 3 个多月的备战
中，彭征琨练习接线的电线总长
度达到了 23000 多米，这个长度
足够绕他们的校园十圈半。

同样付出辛苦努力的还有龚小
辉，过去的3个多月，他“不是在
实训楼，就是在去实训楼的路上”，
每天训练十几个小时，忙起来连洗
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备战 3 个多月漫长又辛苦。
在大赛闭幕式上听到学校获一等
奖时，彭征琨和龚小辉终于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我们赢了。

一等奖
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甘甜 通讯员 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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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治理与
发展研究院成立
本 报 北 京 5 月 11 日 讯 （记

者 万玉凤） 今天，由国家发改委
和清华大学合办的清华大学社会治
理与发展研究院揭牌。该研究院将
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和国家发改委在
各自领域的优势，全面深度参与中
国及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性
进程。

（上接第一版）
《通知》 指出，要坚定不移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

帜，切实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和研究
阐释。要充分发挥学校课程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全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建
设。充分发挥教师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关
键性作用，切实提升教师队伍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充分发挥学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支撑作
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建
设。充分发挥日常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
阵地作用，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日常教育渠道。
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阐
释的主力军作用，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引向
深入。

《通知》 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迅
速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热潮，切
实把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贯穿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
全过程。要深入持久刻苦学，开展全覆盖式学习，注
重课上与课下相结合、网上与网下相结合、集中培训
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
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上来。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学，通过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学习等方式，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带头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带着问题联
系实际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统领教育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穿
到 教 育 改 革 发 展 各 项 工 作 中 ， 注 重 研 究 解 决 中 央 关
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教育领域热点难点问题，
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努力实施好“教育奋
进之笔”，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
设教育强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把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贯穿
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全过程

（上接第一版）

校园不再雨天一身泥
晴天一身土

灰白墙，深灰瓦，一道赭红
门，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路一直往
里走，十八洞村小学不大的校园
里，教室、食堂、设备室、办公
室、教师宿舍，集中在一栋楼
里。“包括一旁的厕所，全都是
新的。”吴碧忠告诉我们，从
2014 年开始，县里陆续投入近
120 万元，将陈旧的校园改造一
新，从前“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
土”的校园成为历史。

2014 年以来，以十八洞小学
为起点，花垣的农村薄弱学校改
造和合格学校建设工程拉开了大
幕。

“2014 年 402 万元，2015 年
230 万元，2016 年 56 万元，2017
年252万元。”这几年县里给边城
中心小学的投入，易尧记得十分
清楚，主要用于代管的村小、幼儿
园改造，教师周转房建设，食堂维
修，厕所改建等，“还添置了价值
230万元的器材、设备”。

来自县教育局的数据显示，
近几年花垣共投入 2 亿元，完成
71 所合格学校（含片村小 38 所）
建设；投入 2.11 亿元完成 115 所
薄弱学校改造；投入 2596 万元，
实现中心完小和136所片村小数
字资源全覆盖。

农村校教学质量连续
三年全县第一

校园越来越美、腰包越来越

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教书
呢！”说这话的是花垣三中校长吴鑫
祥，“有这两点撑腰，队伍就更好带
了。”

花垣三中是一所农村校，教学
质量原本并不好。“主要是留不住
老师。”吴鑫祥说自己过来当校长
6 年了，最初几年，总有教师申请进
城，这两年队伍稳住了，教育局还为
学校补充了 20 多位新教师。“教师
的平均年龄一下就降到了 31 岁。”
吴鑫祥笑着说，“除了降还有升。”曾
经教学质量全县倒数第三的花垣三
中，已连续3年全县第一。

“一方面是队伍稳，一方面是
培训多。”谈到教学质量提升，符
兴智也有话要说。以前，教师培训
多 在 县 里 ， 现 在 是 “ 全 国 到 处
跑”。“前不久，局长带着我们 50

多名乡村校长，去苏州大学学习管
理经验。”

国培、省培、州培、县培，项
目越来越多，都不用教师出钱。易
尧说，学校将公用经费的 12%—
15%拿出来，专门用于教师培训。

“一般的比例是 5%。”易尧算了
算，光四月份就有4次外出培训。

花 垣 现 有 80 多 个 培 训 子 项
目，4 年来共投入 952 万元，培训
农村校长、教师11701人次，专任
教师培训平均每年不少于 3 次。

“农村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对新理
念新技术的接受度、对新课程的把
控力等都明显提升。”花垣县教师
发展中心主任李文祥说。

工作环境美，工资待遇高，专
业成长有人带。“在花垣当一名乡
村教师真的很幸福。”吴忠碧说。

每年的清明节、国家公祭
日，武汉市黄陂区广大党政干
部、师生都会到黄陂区六指街
甘棠铺社区潘家堰湾，为黄麻
起义总指挥潘忠汝扫墓。位于
甘棠铺社区办公楼二楼的陈列
室自 2014 年 6 月开馆以来，
共接待了 5 万多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观众。

潘忠汝，1906 年生，湖
北黄陂人。自幼喜习武术 。
1924 年考入由董必武、陈潭
秋等在武昌创办的武汉中学，
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

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7年11月13日，潘忠汝

与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黄麻起
义，率领农民武装攻占黄安县
城。14 日晨攻克黄安县城，全
歼守城正规军及警备队，活捉国
民党县长郭守忠等。随后，黄安
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黄、麻两县
农民自卫军组编了中国工农革命
军鄂东军，潘忠汝担任总指挥兼
第一路军司令。

1927 年 12 月 5 日，国民党
军一个师夜袭黄安，潘忠汝率城
里的第一路军抵抗，由于敌众我

寡，我军决定突围。潘忠汝让副
总指挥吴光浩带领部队突围，自
己则带领少部分人断后。面对不
肯离去的战友，潘忠汝严厉地
说：“这是命令，不许再争，赶
快撤！”

潘忠汝左手握着盒子炮，右
手挥舞大刀，带领战士猛打猛
冲。为了保存这支新诞生的革命

武装，他前后六次进出城门，掩
护战友突围。当他第七次护送战
友往外冲时，不幸腹部中弹，鲜
血直流，一截肠子都冒了出来。
潘忠汝强忍剧痛，一手按住冒出
来的肠子，一手挥刀砍杀敌人。
他边冲杀边高呼：“同志们，为了
革命的胜利，狠狠地打呀！”最
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
仅21岁。

潘忠汝曾在一首自勉诗中写
道：“尧天舜日事经过，世态崎岖
要整磨。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
血汗改山河。”这片山河，也一直
记得潘忠汝的忠贞血汗。

据新华社武汉5月11日电

愿输血汗改山河——潘忠汝
新华社记者 廖君

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为了民族复兴

“沙场点兵”
练技能

在 5 月 12 日国际护士节到来前夕，
福建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学生苦练技能迎
接“护士节”，同时备战学院的第十一届

“沙场点兵”技能大赛。“沙场点兵”也是
学院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之
一。通过活动，与医院进行合作交流，有
效提高了学生的实战技能。

图为男护士练习新生儿抚触技能。
本报记者 熊杰 通讯员 林艳君 摄

恒大捐10亿元改善
陕西贫困地区教育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近日，
恒大集团与陕西省教育厅签订教育
扶贫合作协议。恒大集团将无偿捐
赠 10 亿元，用于支持陕西省 30 多
个贫困县 （区） 的中小学、幼儿园
建设。根据协议，此次合作将着力
改善当地教育条件，缓解教育资源
紧缺矛盾，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
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