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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从“抢占前沿”到“迈上一流”透视
本报记者 赵建春 缪志聪 通讯员 陈涛 贾冰

根 植 沃 土 ，咬 定
“气象”不放松
上世纪 60 年代，国家急
需一批气象人才，南信大的前
身——南京气象学院应运而
生。1978 年 2 月，南京气象
学院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2004 年 5 月更名为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

“因气象而生，因气象而
兴。”走在校园里，从文化氛
围到校园景观，都以气象为核
心。校内的气象台，全球大学
中最大，与中央气象台同等级
硬件水平，图书馆的大气科学
类文献国内最齐全。
“上世纪末，全国高校大
扩张，校内也曾有过激烈的争
论，但是我们自始至终坚定地
以大气科学为核心，从未放
弃。
”管兆勇说。
认准了方向，学科建设之
路迅速走向国际最前沿，跻身
地球科学 ESI （基本科学指标
数据库） 全球前 1%。这一步
的关键是国际化，是国际人才
的 引 入 。“ 学 科 高 峰 要 立 得
住，一定要顶到国际的天花
板。”学校大气科学学院院长
陈海山，自身就是一位优秀的
70 后长江学者、国家杰青获
得者。
为了进一步筑牢学科发展
的根基，2006 年以来，南信
大先后 10 次面向海内外招聘
高层次人才，引进海内外名校
博士及以上人才 700 多名，教
师博士化率超过 70%，国际
化率达 54%。“我们创造性地

实施了海外院士工作站等制度，
过。进入新世纪，学校协同各方
学科群，紧扣气象特色发展海
仅今年要加盟学校的海外院士就
力量，集聚资源，展开学科布
洋、水文、地理、遥感、信息等
有 5 位。”学校人事处处长周显
局，将阻力当成动力，将劣势变
学科。
”
信说。
成优势。
海洋学科与“气象”交叉融
邹晓蕾是学校气象学科培养
2007 年，江苏省政府与中
合后的飞速发展，就是其中的样
的杰出毕业生，一路成长为美国
国气象局签署共建南信大协
本。目前，独立运行仅 6 年的南
气象学会会士、英国皇家气象学
议。此后，南信大成为江苏
信大海洋科学学院，已经拿下
会会士、国际资料同化领域的领
省、教育部、国家气象局三方
60 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
衔专家。2010 年，她响应学校
共建高校，同时也是江苏省与
目，成果多次获得海洋科学技术
号召，担当气象学科带头人。在
国家海洋局共建高校，形成三
一等奖，其学科水平一跃进入
她的努力下，学校当年成功拿下
方共建基础上的“3+X”共建 “国家队”
，乃至接近国际先进水
“973”项目“全球变化数据的
共发展格局。
平。
评估、同化、融合与应用”，而
2012 年，南信大取得大气
隔着屏幕，耶鲁大学—南信
这正是我国气象学科重点研究突
科学一级学科评估全国排名第
大大气环境中心美方主任李旭辉
破的瓶颈问题。
一。围绕大气科学这个中心，如
告诉记者，从 2011 年 7 月机构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南
何进一步打造大气象学科群，实
成立起，每个星期五上午，他都
信大以大气科学学科为龙头的大
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创
会主持国内外全体中心成员参加
气象学科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新显得至关重要。
的视频会议。2014 年 7 月，该
成就。从 10 万余名毕业生中，
“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是开
中心关于城市热岛效应的最新研
走出了全国气象系统 50%的领
放，需要‘打开校门办学科，打
究成果在 《自然》 杂志上刊发。
导干部和 70%的技术骨干。全
开学科办学校。’”管兆勇说，
李旭辉高兴地说：“通过国际协
球气象领域的华人教授中，超过 “学校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大气科
同，7 年来中心共发表高质量
72%是该校校友。
学拓展到地学，为此进行机构改
SCI 论文 102 篇。
”
革，院系调整，破专业壁垒，建
（下转第三版）

汇聚资源，打出协同
创新“组合拳”

划归地方、学科单一、科研
薄弱、人才不足……全国大多数
行业高校转型发展曾经面对的现
实困境，南信大一个不落都遇到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魅力足球
多彩假期

建龚全珍师德教育培训学院 创新培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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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兴校 气象万千
6 月 11 日 下 午 ， 在 南 京
信息工程大学气象楼 814 报告
厅里，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
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陈
镜明与校长李北群的手紧紧握
在了一起。当天，这位发表
340 余 篇 SCI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论文的气象“大牛”正式
加盟该校海外院士工作站。这
是第三位加盟此工作站的院
士。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气象高
等学府，南信大大气科学学科
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两次
蝉联全国第一，去年 9 月成功
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计
划。“以气象立校是学校的最
大特色，也是学校一流学科建
设的‘精气神’。
”学校党委书
记管兆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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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甘甜 易鑫 徐光明）
“我志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志存高远，敬
业爱生，诚实做人，为人师表……”近日，
在江西莲花县沿背议事坪，龚全珍师德教育
培训学院学员魏清举起右手，与来自萍乡市
各中小学的 100 多名教师代表一道进行师德
宣誓。“从教 18 年，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宣
誓，念着誓词，眼泪就涌了上来。
”魏清说。
师德宣誓、现场观摩、专题演讲、访谈
式教学……今年初，萍乡建立龚全珍师德教
育培训学院，通过传承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
的精神，加强在职教师和师范生师德教育，
提升师德修养。
今年 95 岁的龚全珍，自跟随丈夫、开
国将军甘祖昌回乡后便一直投身教育事业，
退休后又开办“龚全珍工作室”，扶贫助
学，服务群众。在萍乡，龚全珍是一个精神
富矿。
“一方面，各类培训教育层出不穷，但
师德教育培训却比较缺乏；另一方面，现在
教师来源多元，加强师德教育迫在眉睫。”
萍乡市委教育工委书记邱瑞根说，“基于萍
乡多年来在传承师德方面的探索，又有龚全
珍这样独特的师德教育资源，龚全珍师德教
育培训学院应运而生。
”
龚全珍师德教育培训学院挂靠江西广播
电视大学萍乡市分校，采取一套领导班子、
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组建团队，开发课
程，编写教材，这无疑也对电大的转型发展
提出了新的命题。
如何开发课程？萍乡广播电视大学校长
宋福坚坦言，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
对于这个以师德教育为目的的培训学
院，龚全珍很支持。每次萍乡广播电视大学
工作人员到龚全珍老人居住的莲花县来搜集
材料、现场调研，老人家都耐心诚恳地提出
意见，并且推荐了萍乡市 3 名师德高尚的教
师——萍乡市优秀教师彭艳峰、为孩子们撑
起一片蓝天的独臂青年教师甘世雨、从教
42 年获“马云乡村教师奖”教师付玉生。
学院决定将这 3 名教师作为龚全珍精神
的首批传承者。这些朴实的教师并没有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迹，一辈子只做了一件教书育
人的“小事儿”。如何挖掘并传承这“平凡而伟大”的师德？通过与
3 位传承者反复交流，学院建立“访谈式”课程，根据传承人的事
迹，提炼各自的师德主题词，撰写课程文本，通过主持人环环相扣的
提问，让 3 名教师用朴实的话语说出自己的故事。
同时，学院聘请龚全珍的家人、同事、学生、龚全珍志愿者协会
志愿者为授课教师，宣讲龚全珍和甘祖昌将军的事迹。
学院还把课程开在了田间地头。当地红色资源丰富，学院多方整
合实地教学资源，确定了参观甘祖昌故居，沿背议事坪宣誓，龚全珍
师德教育培训学院上培训课，莲花县坊楼中学、莲花县沿背村小学等
实践基地现场参观的培训线路，并根据培训对象的不同进行组合。
由此，学院探索出“五个一”的培训模式：一堂访谈课、一堂体
验课、一堂宣讲课、一次宣誓、一本师德故事书。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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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7 月 11 日，足球训练营的
小球员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丹寨县城关第一小学
足球场训练。暑假伊始，丹寨
县的校园足球训练营开班，吸
引当地喜欢足球运动的青少年
来到绿茵场，学习足球相关知
识，感受足球魅力，享受多彩
假期。
黄晓海 摄 （新华社发）

青海动态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
同级编制一年一调 跨层级编制三年一调

假期是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良机
钟焦平
暑假来临，最重要的事莫
过于学生的安全了，而这个时
间段，恰恰是对学生进行安全
教育的良机。利用一切合适的
机会和场合，对学生进行不间
断的安全教育，才是真正的警
钟长鸣。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学
生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尤其是近些年来，各地教
育部门把中小学安全工作摆在
非常突出的位置，
按照“积极预
防、依法管理、社会参与、各负
其责”
的工作方针，
联合公安等
部门，
完善政策措施，
建立制度
机制，
强化安全管理，
加强安全
教育，
开展安全培训，
中小学安
全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学生安
全环境的改善，是包括教育部
门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值班主编：易鑫

●值班编辑：余闯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的结果，值得赞许。
但是，不时出现的学生安
全事故，仍在不断提醒我们，
安全问题再怎么强调都不为
过，容不得半点松懈和疏忽，
假期更要绷紧安全这根弦。
据报道，今年 5 月以来，
学生涉水、游泳行为增多，各
地溺亡事故频发，据不完全统
计，广西、河南、河北、山
东、安徽、广东、
江西、
江苏等
多个省份均出现青少年溺亡事
件 ，死 亡 人 数 超 过 90 人 。 为
此，5 月 15 日，教育部办公厅
发布 《关于防范学生溺水事故
的预警通知》，要求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按照预防溺水
有关工作要求，切实落实安全
责任，有效防范学生溺水事故
发生。这个通知，无疑是暑假
●设计：吴岩

●校对：王维

前最响亮的一声安全警示。
其实，不仅仅是防溺水，
安全问题涉及生活的方方面
面，比如交通安全、饮食安全、
用火用电安全、
网络安全、
出游
安全以及防雷电等诸多方面的
常识，都需要利用假期这个特
殊时段，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
反复向孩子们讲解，这其实也
是生活教育的重要内容。安全
教育的责任，
在家长、
学校和社
会之间，
很难清晰地划分，
但在
假期，家长的教育责任无疑显
得更为重要。要教育好孩子，
家长不但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
认识，更要通过不断的学习，
切实提高安全教育能力，既能
把常识背后的道理给孩子讲清
楚，又能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
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比

如对于孩子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场
景，家长可以利用网络等渠道搜
集实际案例，让孩子们通过生动
的案例，更深刻体会安全的重要
性，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是一个
很长的责任链条，家庭、社区、
学校、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都有
责任。除了家庭教育，假期开始
前学校的安全教育至关重要。要
让安全意识内化到学生日常行为
中，帮助孩子建立基本安全意
识、培养自我保护能力，让每个
孩子意识到安全首先是自己的
事。仅靠家庭和学校教育还不
行，再扎实的家庭和学校教育，
也无法代替社区和社会各方面对
学生的安全教育责任。只有各方
都把假期当成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育的良机，才能形成合力，给学

生一个安全的暑假。
没 有 安 全，一 切 都 无 从 谈
起。提升安全教育的实效，其实
是育人本位回归。少数学校和家
长过度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有
意无意地忽视了学生的生活教
育、生命教育与生存教育，最终
会削弱学生的生活和生存技能，
使孩子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只有
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转变教育观
念，把安全素养看成学生必不可
少的素养，看成学生成长阶段必
需的教育，才能把安全教育提升
到更高的水平，真正筑牢学生的
安全底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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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青
海省编办、省教育厅近日印发
《关于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加强中
小学教师编制动态调整工作的通
知》，将按照“控制总量、盘活
存量、动态调整、有增有减，不
断优化编制结构，保障教育发展
需要”要求，引导教师编制向农
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保障边
远地区，促进师资均衡配置。
从今年 10 月起，青海将调
整下放市 （州）、县 （市、区）
中小学教师编制管理权限，赋予
基层更大自主权，建立总量内同
级编制一年一调、跨层级编制三
年一调动态调整机制。今后每年
10 月，各中小学可根据本校实
际情况提出调编申请，由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本级中小学教师
编制调整方案，机构编制部门会
同教育、财政、人社等相关部门
审核，经同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审
批后，年底前以文件形式批复，
调整情况报上一级机构编制部门
和教育部门备案。
青海强调，中小学教师编制
总量内，将按照专任教师与学生
比例和专任教师与班级比例相结
合的方式核定教师编制；严禁挤
占、挪用和截留中小学教师编
制，严禁在有合格教师来源的情
况下“有编不补”、长期聘用代
课教师以及“吃空饷”；建立中
小学教师编制使用督查制度和违
反编制纪律问题举报受理制度，
严禁因人设编、因人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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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岁安详辞
世，以他名字命
名的学校遍及全
中国——

田家炳：
“吝啬”
的大慈善家
➡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