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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只有 88 名学生的乡村完小，连续 3 届获浙江省校园足球联赛一等奖——

江苏：

煤渣场上踢出的冠军足球队
通讯员 应柳漪 杨日新 本报记者 蒋亦丰
6 月 19 日，足球世界杯开
比赛场地大小画的。因为泥地不
赛第 6 天。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
平，下雨后根本不能练，我们拉
红旗完小足球队的孩子们一大早
了两拖拉机煤渣到场地，大家动
就在场地上集结。期末考临近，
手平整好，就开练。没有明确谁
除了晨训外，其他时间的训练都
是教练，谁是陪练，只要有空，
停了，孩子们特别珍惜这个时
大家带着孩子一起踢。”吕春云
刻。教练吕春云告诉记者：“对
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看着学校
孩子们来说，世界杯是激励他们
生源越来越少，心中万般不舍，
踢好球的力量。”
带孩子练球特别投入。
确实，一所只有 88 名学生
不过对学校的教师而言，大
的完小，一支只有 9 人的小足球
家根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只能
队，已经连续 3 届获得浙江省中
通过看电视直播、上网学习、外
小学校园足球联赛一等奖，成为
出取经等方式恶补相关知识，再
浙江青少年足球运动的一匹“黑 “现炒现卖”教给孩子们。
马”。
黑马，在煤渣场上练就
但刚开始时，他们连个像样
的球场都没有，唯一的活动场地
高榆松、李可翔、李八郎、
是靠教师从村里买了两拖拉机煤
丁佳龙、俞金泓、楼寒瑜、楼恒
渣填成的。
硕、郦哲斌、俞基伟，这 9 个
诸暨暨阳初中足球队，经常回来
五、六年级的孩子，组成了现在
给学弟们做陪练。
踢球，只为活跃校园
的红旗完小甲组足球队。按常
俞金泓说：“我们周末踢，
这些年，随着农村人口不断
规，五人制足球一般组队 8 人，
寒暑假也踢。老师们鼓励我们，
外迁，红旗小学的学生从上世纪
学 校 整 个 五 、 六 年 级 就 9 个 男 ‘把球踢出次坞，踢进诸暨，踢
90 年代的三四百人锐减到如今
孩，所以全参加了。
到更大的地方去。那时，你们就
的 88 人 。 因 为 规 模 小 、 生 源
“相比大人的各种纠结，孩
厉害了’
！”
少，学校无法在同一年段开展篮
子们纯粹多了。他们被足球迷住
“老师太让我们感动了。
”队
球、排球等大型对抗运动。
了，全身的激情被激发。”吕春
长高榆松的老家在贵州，读小学
“ 学 校 太 缺 乏 生 机 了 ！” 云记不清孩子们摔了多少次、受
时跟打工的父母来诸暨。四年级
2011 年，时任校长俞龙和教师
了多少伤，只知道不时有家长来
时，他的父亲回老家发展事业，
们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决定
抱怨，孩子哪里被摔了，孩子的
想带全家回去，他不肯。他喜欢
用五人制足球激发孩子们的活
鞋子破太快。为了不让家长负担
踢球，可贵州老家没有足球，于
力，因为“人少、好带、见效
太重，几乎所有教师都偷偷拿工
是，他请求父母把他留下来。父
快”。
资给队员买手套、护腿板、袜
母拗不过他，最终他妈妈留在诸
暨陪他。
足球队先在教师中成立，主
子、跑鞋等。
要是想大手牵小手，教孩子认识
踢球受的伤，被孩子光荣地
梦想，在小镇生发
足球运动，吸引他们一起玩。很
称为“足球符号”。郦哲斌说：
其实，这次第九届浙江省中
快，学生们踢球的热情超过了教 “其实我们不算多，张炳烽、张
小学校园足球联赛赛完，孩子们
师。
涛、王亚、李煜等大哥哥身上才
是哭着接受结果的。“因为我们
2014 年，学生足球队正式
多，他们是在煤渣球场上摔
再也不能代表学校征战了。”高
成立。“当时，两个球门是校长
的。”郦哲斌嘴里的几个大哥哥
榆松觉得很遗憾，次坞镇红旗完
出钱买的，球场是我们比照国家
是刚组队时的队员，他们现都在

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滨医模式”
（上接第一版）
残疾人学生对来之不易的学
习和工作机会格外珍惜，个个表
现出非凡的奋斗和感恩精神。医
学二系首届学生席思川，经过 5
年的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同济医科大学研究生后，又考
取香港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及国家癌症研究
所资深科学家。
首届残疾大学生曾吾德，在
毕业时主动要求到革命老区——
江西吉安市医院工作。2003 年
春非典疫情进入严峻时期，他主
动请缨到一线工作，身先士卒，
黑白奋战，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患
者的生命。

传承仁爱：一个社
会的文明之光
“招收一个学生、幸福一个
家庭、文明一个社会”。2016 年
6 月 11 日，由滨州医学院发起
的“承光心汇”全国大学生器官
捐献志愿服务联盟在北京成立，
并在全国高校开展器官捐献宣传
和线上推广。这一爱心义举的创
始人刘杨，是滨州医学院的一名
重度残疾大学生。
刘杨出生两个月时，被医院

诊断为脊膜膨出，12 岁出现脊柱
畸形，一直饱受病痛的折磨。考
入滨州医学院后，由于他的病情
特殊，
几次险些夺取他的生命。
在生与死的关头，刘杨更加
深刻地理解了绝望中挣扎的病人
对未来的渴望。他说：“我的生
命长度是有限的，但希望它的宽
度和厚度无限，如果我的身体能
够挽救别人，我无怨无悔。
”
在 学 校 领 导、 校 友的 帮助
下，北京 306 医院为刘杨量身制
定了不处理神经的脊柱内固定手
术。作为对社会的回报和对生命
的渴望，术前两天，刘杨签订了
捐献个人全部器官协议，并发起
成立驻烟 9 所高校爱心社团“承
光心汇”，组建了全国第一支高
校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
刘杨只是滨医残疾人大学生
的一个缩影。滨州医学院潜心营
造关心、关爱、关怀的人文环
境，使残疾大学生在温馨的氛围
中幸福生活、健康成长，在平等
的环境中提升尊严、和谐发展。
夕阳余晖下的手摇轮椅，图
书馆角落里的双拐，墨镜后面那
一张张青春朝气的脸庞，都是这
所大学最别样的风景、最美好的
记忆和最温暖的印记。

诸暨市次坞
镇红旗完小足球
队队员在煤渣场
地上训练。
（学校供图）
小足球队代表绍兴征战省联赛，
以五战四胜的战绩冲进总决赛，
最终因为两名主力队员受伤没能
挺进八强。
球队 2014 年组建，2015 年
就在诸暨市赛中出了成绩。
2016 年获得绍兴市首届校园足
球联赛一等奖、浙江省第七届中
小学校园足球联赛第三名。
如 今，学 校的条件 得到很
大的改善：足球场从煤渣改造
成了专业的人造草皮，孩子们
也有了成套的球服球鞋，学校
更是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男生女
生都玩足球，低段高段都会踢
足球。孩子们的关系更加密
切，人也自信了很多。郦哲斌
的爸爸更是每场比赛都跟着，
自愿给学校球队做后勤，“不踢
球，我家这样的农村娃，根本
不会外出见世面，儿子的胆子
也没有这么大”。

只是，学校的男足可能维持
不了多久。校长俞畅和介绍，目
前，学校三、四年级有八九个男
孩，一、二年级只有四五个，意
味着这批六年级孩子毕业，四年
级孩子升入五年级，甲组球队还
可以继续踢，但乙组……“接下
去，三年级就剩下两个男孩，球
队组不起来了。
”
对此，吕春云有遗憾但没多
少担心：“如果不带足球了，就
干回自己老本行，继续教数
学。”外面不少学校出高薪来挖
他，他不肯走，“我一定得把红
旗完小的队员带完。
”
当然，吕春云是有期待的，
因为当初成立足球队的校长俞龙
两年前调入镇中心小学，受红旗
完小的影响，足球运动在次坞镇
中小学生中铺开了。“谁能说，
以后这些孩子中不会出一个国
青、国少的球员呢！”
本报诸暨 6 月 19 日电

新时代教师风采 学前教育宣传月
特别报道

南瑞霞 高原育苗人

1982 年，刚从师范学校
毕业的南瑞霞放弃了留在大城
市的机会，毅然回到自己的家
乡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甘
南州幼儿园一干就是 36 年。
在教学中，南瑞霞始终遵
循“以爱育爱”的理念，善待
每个孩子，把爱心、细心、耐
心贯彻于整个育人过程。南瑞
霞刚工作时甘南的幼教工作比
较落后，幼儿园缺乏资料和玩
具、教具，她就和同事们反复

探讨交流，利用休息时间搜集
资料、绘制插图，经常加班到
深夜，编写了适合本地区幼儿
特点的语言、计算、音乐、常
识和美术教材。在担任大、中
班带班教师时，她利用园里仅
有的几架幼儿手风琴，办起了
园里第一期手风琴班，并自编
了幼儿手风琴教材，后被州里
各县幼儿园借鉴学习，对当地
的幼儿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南瑞
霞三十出头就被任命为副园
长，主管教学工作。为了提高
办园质量、培养年轻教师早日
成才，她在教师中开展“争创
学”
“师带徒”
“一课三研”等
教学研究实践活动，把现代化
管理引进到保教工作中，帮助
青年教师由传统型教师逐步向
研究型教师发展。被任命为党

支部书记、园长后，南瑞霞感到
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积极
带领园班子研究谋划幼儿园党建
重要工作、重大活动，制定党建
工作规划、计划和措施，层层分
配支部工作，团结协作，形成了
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连续 6
年在州教育局党委年度考核中获
得第一名。为了使幼儿园工作科
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她研究
制定出了 《教师工作手册》，整
理了教师和幼儿档案，修订了
《幼儿园规章制度》，设计制作了
《幼儿家园联系册》，建立健全了
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
在南瑞霞的带领下，
甘南州幼
儿园 2017 年被评为“甘肃省示范
性幼儿园”
，
她本人也先后获得甘
肃省
“园丁奖”
、先进个人、全州劳
模等荣誉。她一如既往默默地耕
耘在甘南高原，
带领着团队为当地
幼教事业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中国教育报 联合主办

视障学生首次参加英语四级考试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大 林
通讯员 杨黎珍）“试题的难
度还好，不是很难，就是题量
太大，我阅读理解都没做
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视 障 学 生 吴 潇 说 。 6 月 16
日，2018 年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举行。今年，江苏首次有
9 名视障大学生参加英语四级
考试，他们全部来自南京特殊
教育师范学院，其中有 5 名盲
生、4 名低视力生。
记者了解到，视障学生的
考试时长、试卷和答题形式与
普通四六级考试不同：盲生考
试时间延长至 195 分钟，使用
盲文试卷及盲文答题纸；低视
力生的考试时间延长至 169 分
钟，使用大字号卷和大字号答
题纸，试卷由教育部统一印

制。为方便考生，南京特殊教
育师范学院为视障考生设置了
独立考场，并专门安排了熟悉
盲文的监考人员，以便解答除
考试内容之外的相关问题。
自 2015 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使用盲卷以
来，江苏积极开展视障学生参
加各类考试的尝试。今年，视
障考生报考的国家教育考试已
扩展至普通高考、学业水平测
试、自学考试等。为给视障学
生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提供更多
便利，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南
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南京市
盲人学校共同组建江苏视障人
员教育考试支持研究中心，为
视障考生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提
供试卷译制、考务管理、试卷
评阅等相关业务支持。

山西：

大学生入伍可获一次性奖励金
本报讯 （记者 赵岩） 近
日，记者从山西省政府征兵办
公室获悉，从 2018 年起，对
在山西省入伍的普通高等学校
大学生发放 2000 至 4000 元不
等的一次性奖励金。
为有效调动大学生入伍积
极性，从今年起，山西省在落
实 《关于调整义务兵家庭优待
金标准的通知》 的基础上，对
在山西省入伍的普通高等学校
大学生发放一次性奖励金，本
科及以上的在校生和毕业生按

4000 元标准发放，专科在校
生和毕业生按 2000 元标准发
放。当年被高等学校录取的高
中毕业生，视为高校在校生。
发放对象名单由批准入伍
的县 （市、区） 兵役机关核实
后提交同级民政部门，民政部
门原则上在批准入伍后 6 个月
内发放完毕，所需经费由批准
入伍地的财政部门负担。省级
财政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对
征兵任务重和财政困难县
（市、区），予以适当补助。

上海交通大学：

实施长聘教轨岗位公开招聘
本 报 上 海 6 月 19 日 讯
（记者 董少校）“有人希望博
士毕业或博士后出站直接留校
任教，这条路在上海交大已经
走不通了。”今天，上海交通
大学副校长黄震在该校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
上海交大今年实施长聘教
轨岗位公开招聘制度，打破以
往为个别职位候选人量身定制
招聘方案的“点招”模式，每
个长聘岗位都面向全球公开招
聘，全面考察候选者的师德师
风、学术水平、教学能力、综
合素养等，从而实现好中选
优、优中选强。
今年 5 月底，该校人文学

院和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分别
举行长聘教轨岗位候选人面
试，87 名应聘者中的 5 人、55
名应聘者中的 4 人分别通过层
层筛选，
获聘助理教授，
成为上
海交大实施长聘教轨岗位公开
竞聘制度以来的首批受聘人，
入职成功率不到 10%。受聘
人随即进入 6 年的考察期。
上海交大从 2010 年起探
索设置长聘教轨，候选者在 6
年聘期结束时接受学校考核，
非升即走。目前，该校已有 3
批教师接受考核，约 30 人通
过考核获得长聘教职，近 10
人考核不通过离开学校，或转
往校内其他岗位。

全国首届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
与学位授权审核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王家源）
由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所主办的全国首届“硕士研究
生教育发展与学位授权审核研
讨会”日前举行，来自全国
38 所高校的 80 余名代表出席
了会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
为，应按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

的标准扎实建设，在目标定
位、学科基础等学校整体条件
以及学术方向、人才培养等学
科建设上为将来硕士人才培养
提供支持。
“总之，应励精图治，通
过科学的规划，长期积累，优
化资源配置，将学校特色形成
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学校的核
心竞争力。
”钟秉林说。

陕西师范大学凤凰城中学、嘉园小学校长、副校长
陕西师范大学是国家教育部门直属、国
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教师教
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近
年来，学校充分发挥基础教育资源优势，先
后与政府部门、社会企业联合兴办了 20 余所
中小学及幼儿园，以其优异的成绩赢得了政
府部门及社会的一致肯定。
因发展需要，面向校内和社会公开招聘
校长、副校长及教师。诚邀有志之士，共谱
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
一、招聘学校及岗位
（一） 陕西师范大学凤凰城中学 （筹建）
该校位于西安市东二环北延线与北三环
交汇处西北角碧桂园凤凰城社区内。学校为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日制民办初级中学，
设 计 规 模 为 24 个 标 准 班 ， 在 校 学 生 1200
名。计划于 2019 年 9 月开学，招聘：
1. 校长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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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副校长 2 名。
（二） 陕西师范大学嘉园小学 （筹建）
该校位于西安市经开区泾渭工业园西高
路与渭阳路交界处东南角，占地约 35 亩，系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日制民办小学，设计
规模为 48 个标准班，在校学生 2400 名。计
划于 2019 年 9 月开学，招聘：
1. 校长 1 名。
2. 副校长 2 名。
二、招聘条件
（一） 基本条件
1.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责
任意识，开拓创新意识强；
2. 热爱基础教育事业，熟悉民办基础教
育教学规律及政策法规，具有较强的中小学
管理能力及行政能力；
3. 身心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
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二） 岗位条件
1. 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
中学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2. 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和中小学一级教
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其中，中学校长应具
有高级教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3. 应聘学校正职，应当具有两年以上学
校副职岗位任职经历或者五年以上学校中层
管理工作经历；应聘学校副职，应具有五年
以上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经验和三年以上学校
中层管理经验。
4. 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省市级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及特别
优秀者，可适当放宽相应任职条件。
三、聘用管理
1. 校长、副校长实行聘任制，不进行职
级认定。陕西师范大学校内在职人员按照陕
西师范大学现行干部管理办法执行。

2. 聘期为 4 年，期满经考核合格可续聘。
3. 校长、副校长实行年薪制，薪酬包括
基础年薪、绩效年薪和特殊奖励三部分；校
长、副校长享有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
四、招聘程序及应聘者需提供的材料
应聘者请填写 《陕西师范大学对外合作
办学校长、副校长应聘登记表》 (见附件或在
我校对外合作办学办公室网站 http://cyc.
snnu.edu.cn“下载专区”下载)，同时提供
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
印件 （来函或发送电子邮件均可）；学校初
审通过后应聘者参加竞聘答辩；学校根据答
辩情况确定拟聘人选，按照有关程序办理聘
任手续及其他事宜。

六、联系方式
陕西师范大学对外合作办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5307890
029—85303201
联系人：金老师 18691841495
胡老师 15319747829
E-mail：sdbx@snnu.edu.cn
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学校同
时招聘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体育等中小学
各科优秀教师（需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五、招聘时间
自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报名，竞聘答辩时间另行通知。

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