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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成 都 6 月 21 日 讯
（记者 万玉凤） 6 月 21 日，
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时
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
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 5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
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 宝 生 指 出 ， 高 教 大
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
地动山摇。人才培养是大学
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
学的根和本，在高等教育中
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
纲举目张的教育。高等教育
战线要树立“不抓本科教育
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不
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合
格的校长”“不参与本科教育
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的

理念，坚持“以本为本”，把
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
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
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
地位。高校领导注意力要首
先在本科聚焦，教师精力要
首先在本科集中，学校资源
要首先在本科配置，教学条
件要首先在本科使用，教学
方法和激励机制要首先在本
科创新，核心竞争力和教学
质量要首先在本科显现，发
展战略和办学理念要首先在
本科实践，核心价值体系要

首先在本科确立。
陈宝生强调，要推进“四个

回归”，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
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一是回归常识。要围绕学生
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
真学问、练真本领。对大学生要
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
业挑战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和专业志趣，改变轻轻松松就能
毕业的情况，真正把内涵建设、
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
习成果上。二是回归本分。要引
导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

究教学，潜心教书育人。坚持以
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
一标准，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
升中实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
否决制。三是回归初心。要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促进专业知识教
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用知
识体系教、价值体系育、创新体
系做，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
人。四是回归梦想。要推动办学
理念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
和制度创新，倾力实现教育报
国、教育强国梦。

（下转第三版）

坚 持 以 本 为 本 推 进 四 个 回 归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
是合格的高校，不重视本科教
育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不
参与本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
的教授。”这是高等教育战线
的庄严宣示，这是扬帆远航的
豪迈出征！

6 月 21 日，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
四川成都举行，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第一次全国本科教育
大会。会议以坚持“以本为

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为主题，高扬人
才培养主旋律，把本科教育放
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吹响
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本科
教育的集结号，开启了中国高
等教育发展的新时代篇章！

31个省（区、市）教育厅（教
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以及全国1200多所本科高
校的干部教师代表通过视频同

步参会。在四川大学主会场，
无论会前还是会后，总能看到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直属高校、
合建高校“掌门人”彼此之间热
烈交流讨论的场面。本科教育
乃大学之根本，成为与会者的
普遍共识，有了“指南针”，大家
也在积极谋划着“施工图”，如
何将一流本科教育落到实处。

何谓“以本为本”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多 次 强

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
人。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其普遍
将本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质量
摆在学校发展的重要地位，建
设一流本科也是解决我国高水
平建设发展中突出问题的内在
要求，更是适应新时代、更好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
需要。”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
国表示，在“双一流”建设进程
中，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做
到“四个回归”。

本科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
育，在高等教育中体量规模最
大，全国 1200 多所本科院校在
校生中，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是
8∶ 1， 毕 业 生 中 本 科 生 占 比
8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
了 6000 多万名本科毕业生，成
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本科教育持续升
温，以“回归常识、回归本分、
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为基本遵
循，激励学生刻苦读书学习，引
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努力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各地各高校尤其
是大学校长书记积极响应，许多
地方和高校专门出台了加强本科
教育的意见，在提升质量方面有
很多新理念、新作为。

（下转第三版）

“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高校”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万玉凤

李芳同志被追授
“河南省优秀教师”

河南教育系统开展向李芳学习活动

本报郑州 6 月 21 日讯 （记
者 张利军） 河南省人社厅、省
教育厅今天联合下发文件，决定
追授李芳同志“河南省优秀教
师”。同时，河南省委高校工
委、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下发 《关
于开展向李芳同志学习活动的通
知》，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迅速开展
向李芳同志学习的活动。

李芳同志是中共党员，生前
系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
希望小学教师。李芳扎根乡村教
育 29 年 ， 默 默 耕 耘 、 无 私 奉
献，爱生如子、品德高尚，教学
成绩突出。2018 年 6 月 11 日下
午，李芳同志在护送学生离校返
家经过十字路口时，一辆无牌照
三轮摩托车闯红灯向学生路队急
驰而来，李芳同志奋不顾身挡护
学生，并奋力将学生推开，学生

获救了，她本人却因遭受严重撞
击，抢救无效，于 6 月 13 日凌
晨 4 时逝世。李芳同志在危急时
刻的突出表现，集中展现了人民
教师“舍己为人”的人性光辉，
生动诠释了“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的崇高师德，彰显了新时代
人民教师的崇高品格。

《通知》 要求，全省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李芳同志为
榜样，学习她对党忠诚、矢志不
渝的理想信念，学习她恪尽职
守、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操，学习
她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职业操
守。广大教师要以身边的先进人
物为榜样，立足岗位，敬业奉献，
扎实工作，把对学生的爱倾注到
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努力做好
学生的“四个引路人”，争当党和
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6 月 21 日，参加图书认捐活动
的成都工业学院学生与校友志愿者
分享读书心得。当日，该校校友办
等部门发起“我为母校认捐一本
书”活动，用书香传承感恩母校的
校园文化。应届毕业生踊跃参与，
认捐 105 本图书入藏图书馆供读者
借阅。

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感恩母校
书香传承

进入 6 月下旬，各省份即
将陆续发布高考成绩，志愿填
报也成为近期广大考生和家长
心头的一桩大事。“高考成功，
一半看分数，一半靠志愿”在坊
间盛传，精明的商人早已捕捉
到了个中商机。据报载，市场
上打着“大数据预测录取概率”

“专家一对一指导”等旗号的高
考志愿填报服务最近集中登
场，要价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
等。

志愿填报服务近几年逐渐
兴起，善于蹭热点的商家今年纷

纷把“大数据”当作新卖点。据
媒体报道，一些高考志愿填报服
务机构声称拥有自己研发的录
取公式，只需把今年和往年的高
校招生计划数、考生成绩、排名
等多个数据填入公式，即可估
算出各院校、专业的录取概率。
一些考生和家长正犯愁之际，猛
然见市场上竟有如此“高端”的
服务项目，一时难免心花怒放。
或许有人认为，通过“大数据”测
算得出的结果较为客观可信，但
倘若搞清楚其背后的操作机制，
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首先，“大数据预测”的核
心卖点在于数据，不少机构声
称与教育行政部门、考试院等
有合作，明示或暗示自家有特
殊渠道可以拿到权威数据。但
这却是赤裸裸的忽悠，近期多
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考试院
专门辟谣，表示“从未和社会机
构有过任何合作”。有业内人
士坦承，机构依据的其实都是
高校、媒体以往发布的公开数
据，家长和考生并不难获得。
再者，即便有权威的数据来源，
想要精准预测一所高校及某专

业的录取分数线也绝非易事。不
少高校历年的录取分数线如波浪
般起伏不定，有的还会因报考人
数、试题难度、学校吸引力等因素
的变化而导致“大小年”式的大涨
大跌，要摸清其变化规律并不比
预判股市走向容易。社会机构所
谓的“大数据”固然是唬人的“虎
皮”，“资深”“顶级”专家也大多不
靠谱，据媒体调查，他们大多只是
一些普通高中老师甚至大学生。

高考志愿填报市场恰似一场
精心策划的“围猎”，考生及家长
就像麋鹿与羔羊，诱饵是“大数

据”“一对一”“名师”等噱头，服务
提供商利用的正是当事者在特殊
时期和重大抉择面前的焦虑和迷
茫。其实，志愿填报方面的技术
问题，只要考生及其家长肯下点
功夫收集数据，并积极向高校招
生办或过来人咨询，自己是可以
搞定的，假手于人未必会胜过自
己的判断。 （下转第三版）

为自己的人生志愿负责到底
钟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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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
青春吐芳华⋯⋯”6 月 20 日上
午，一场以“桃李芳华，追思校
友”为主题的座谈会，在原信阳
师范学校 （现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 老校址举行。该校 86 级 2
班的十几名同学与他们当年的老
师，共同追思这位以身挡车救学
生而牺牲的英雄校友——河南省
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
望小学教师李芳。

“李芳——桃李芬芳。这虽
然是姓名与职业的巧合，却注定
是生命与师魂的永铸。”在座谈
会召开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副
院长郭克明向记者感慨道，“李
芳这个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她母
校的史册上。”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老校址位
于浉河区申城大道，如今已成了
信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所在地。随
师生们走进校园，当年李芳他们
上课的工字楼还保存完好。“那
就是我们读一年级时的教室。”

86 级 2 班辅导员袁守格和几个
同学，不约而同地指着位于二楼
一隅的教室告诉记者。

1986年9月1日，一群来自
四面八方的农村孩子相聚在了信
阳师范学校 86 级普师 2 班这间
普通的教室。

“31 个男生，15 个女生。”来
自罗山县城关小学的女教师尤玉
兰对当时入学的情况记忆犹新，

“开学第一天我第一个认识的便
是李芳。她性格温和，善解人意，
我从未发现她烦恼忧愁过⋯⋯”
尤玉兰说。

熊可书，李芳中师二年级的
语文基础知识课老师，至今还保
存着他们当年的成绩册。拿出这
本保存完好的成绩册，熊可书翻
到其中一页。这张已经发黄的成
绩单显示：李芳，平时成绩考核
为 18 分 （最高分 20 分），期中
考试为 91 分，期末考试为 92
分，排在全班第4名。

（下转第三版）

那是青春吐芳华
——母校同学、老师追忆李芳

本报记者 张利军 陈强 通讯员 吴松超 黄文卫

本报南宁 6 月 21 日讯 （记
者 欧金昌） 记者今天从广西教
育厅获悉，广西今年继续实施优
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计划，2018
至 2019 学年，将招募 857 名优秀
退休教师前往乡村支教，缓解乡
村学校师资紧缺问题，带动受援
学校教学质量整体提升，促进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根据计划，这些优秀退休教
师将前往广西区内 52 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覆盖的县、连片特困
地区以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自治区级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天窗县”、民族县和边境
县开展支教工作。

按照要求，参加支教的退休
教师须退休未满 5 年，能够承担

支教期间的课堂教学和其他教育
教学工作，教育教学经验丰富，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他们可以
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
教学为主的支教活动，也可以根
据受援学校的教育教学需求进行
听课评课，执教公共课、研讨课
或做专题讲座等，并协助学校做
好教学管理工作。

广西对参与支教的优秀退休
教师提供生活补助，每人每学年
3 万元。各地可结合实际，对获
得特级教师、自治区名师、名校长
和“八桂名师”等教育教学名师荣
誉的支教志愿者，在上述补助标
准的基础上，每人每学年增加
5000元，增加部分的经费由受援
县（市、区）财政配套补助。

广西：招聘退休教师乡村支教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陕西
省教育厅日前下发通知，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生学籍管理，重点治
理违规建立学籍、空挂学籍、跨区
域代建学籍、以虚假信息建立学
籍、学籍业务办理不及时等问题。

陕西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各学校要认真做好小学新生
学籍注册工作，确保“一生一
号，不漏一人”。要严肃处置中
小学在校生无学籍情况，对属于
违规招生和起始年级建籍工作疏
漏造成的无学籍问题，要倒查追

责；严格审核非小学一年级学生
注册建籍。

加强对学校招生工作的监
督，坚决防范因违规招生引发的
后期学籍建立方面的问题。要按
规定办理转学手续，学校不得违
规接收转学学生，学生转入转出
必须按照“一人一籍、人籍一
致、籍随人走”的规定，及时办
理学籍转接手续，避免出现人籍
分离现象。禁止学校存在半年以
上无学籍的学生，禁止出现空挂
学籍问题。

陕西：治理空挂学籍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