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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写好教育奋进之笔笔
聚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假如我去买水果，小贩多
找我50块钱，还不还？这时我
转过身来，‘师傅，你多给我找
50 块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告诉我们要做一个诚信的
人。”在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师刘嘉尧有趣的表演下，
学生们爆发出一片笑声。此时
刘嘉尧话锋一转：“小贩一看眼
泪都快掉下来了，‘同学，你再
拿俩梨吧，我那秤不太准’。”台
下又是一阵笑声。

一改以往思政课的枯燥沉
闷，河南大学思政课课堂上，教
师们妙语连珠、金句不断。自
推进思政课建设以来，曾被吐
槽“填鸭”“说教”“划重点”为特
点的思政课摇身一变，如今成
了河大的“抢手课”。

理论从“本本”走
出，教师肚里要有“货”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
解放军牺牲最多、歼敌数量最
多、政治影响最大的战役。”在
江苏徐州市淮海战役纪念馆，
河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王春
强饱含深情的讲述感染了在场

学生。
假期里，“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实践课课堂搬到了历史发
生的现场。“从焦裕禄纪念馆到
红旗渠纪念馆，从大别山到台
儿庄。”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
兴茂说，通过开展“追寻红色印
记，传承红色基因”等实践教学
活动，学生成为红色文化精神
的发扬者和传播者。

“部分教师上思政课，用旧
案例阐释新理论，或者只有理
论、没有案例，甚至理论都没有
吃透，只能照本宣科，学生怎能
喜欢？”在张兴茂看来，让理论
从“本本”中走出来，关键是教
师肚子里要有“货”。

“培养青年教师，教师个
人、学院和教研室都要重视，形
成三方合力。”张兴茂介绍，马
克思主义学院刘嘉尧、张涛等
是2013年新入职的教师，为了
让年轻教师尽快成长，学院每
学期举办教学竞赛和教学观摩
活动，形成“比、学、赶、帮、超”
的良好氛围。

如今，马克思主义学院锻
造出一支学历层次高、职称年

龄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教师队
伍，其中专任教师 77 人。在做
好课堂教学的同时，一大批思
政课教师通过校内外宣讲等形
式，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专题宣讲活
动，涌现出一批理论宣讲先进
个人。

“每周四上午的学术研究
制度，我们会深入开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发挥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政课建
设的支撑作用。”张兴茂表示，
通过教研活动、教学研究团队
培育等，培养一大批受欢迎的
思政课教师，他们精心设计教
学内容，有效调动学生学习主
动性，使思政课变得“有意思”

“都爱听”“真相信”。

内容为王是思政
课上出效果的关键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
祁同伟是一个做梦都想胜天半
子的人，最后却畏罪自杀，为什
么？”这是一节平常的思政课，
课堂主题是“英雄与群众史
观”。任东景老师设问，学生讨

论，气氛热烈。最终结论是：祁同
伟脱离了人民群众，危害了人民
群众的利益，最终走向了人民群
众的对立面，被人民群众所唾弃。

不再照本宣科、囿于理论，而
是从现象级话题导入，由现实上
升到理论，再将理论回归现实、指
导现实。“只有将教学重点与学生
兴趣点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提高
教学实效性。”对此，刘嘉尧深有
感触。

“内容为王，这是思政课上出
味道、上出效果的关键。”刘嘉尧
说，教师只有从与学生成长、国家
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谈起，
再引导学生运用理论去分析、解
决问题，才能吸引学生的眼球，激
发他们的兴趣。

“‘一带一路’倡议是要建立
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
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
责任共同体。”这篇名为《“一带一
路”新机遇》的小论文，是2016级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陈国泰
小组完成的“形势与政策”课后调
研成果。“在发挥这门课应有的知
识教育功能的同时，还要努力发
挥它的价值引领作用。”主讲教师

卜万红说。
改变传统的思政课教学单

向灌输，改革打破教学壁垒，搭
建起师生间的交流共享平台。
自课改以来，河大思政课教学形
成了一些教学特色和优势，品读
经典、社会调研、短剧表演等，充
分调动起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
性。

同时，思政课教师还积极参
与指导学生社团活动和“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着力培育
一批富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
学生理论骨干。

让学生在思政课中
汲取思想力量

“真学、真信、真教、真做”是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训，思政课
教师要做大学生的青春引路人。

2017 年 9 月，学校党委书记
卢克平深入课堂了解思政课教学
情况。听过课后，卢克平对思政
课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思政
课要注重培养学生德行，帮助学
生树立并不断完善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学生幸
福感和获得感。” （下转第三版）

精心设计教学内容 学生学得“有意思”

河南大学：思政课没了“说教味儿”
本报记者 李见新 通讯员 王剑

他们的到来，当地老百姓
当成节日一样渴盼；他们的精
神，周边驻村工作组当成榜样
一样效仿；他们还解决了当地
教育部门的一个难题，留住了
特岗教师。他们就是参加北京

“老校长下乡”活动的一群退
休知名老校长。

“老校长下乡”活动由教育
部关工委首倡。“河北阜平是革
命老区，也是深度国家贫困区，
我们是带着深厚感情和责任做
好这项教育扶贫工作的。”北京
市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张雪
说，“要俯下身子加油干。”

音乐课第一次开进了
山村小学

“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我们早早地把红领巾戴上，端
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我们和着
跳动的音符一起引吭。没有了
忸怩，没有了惊慌，唱响《长歌
行》动听的旋律，笑迎付老师慈
祥的目光⋯⋯”阜平石猴小学
六年级学生李文静诗中提到的

“付老师”叫付宝环，是“老校长
下乡”团队里的音乐特级教师。

东城支教团第一次来到阜
平时，得知石猴小学和谷家庄
小学开不出音乐课，付宝环当
即立下军令状，每来一次阜平
就要给两校的孩子们上一节音
乐课。

一句承诺，坚守至今。从
两个学校轮流使用一架电子琴
伴奏，有了“音乐大篷车”的
故事；到付宝环一首 《过新

年》 的教唱，孩子们以桌为鼓、
以手做镲，边歌边舞，老区的孩
子们第一次在课堂上感受到音乐
的无穷魅力。在支教的近两年时
间里，付宝环每次前往阜平都要
给两所学校每个年级上一次音乐
课，还为学校谱写了校歌，成立
了学校合唱队。

日前，在谷家庄小学课间，
当着北京市关工委前来调研的专
家们，几名正在跳皮筋的女生，
一经招呼立即站成一排，唱歌、
指挥，落落大方。

在办学理念、管理策略和教
师业务提升等方面，阜平中小学
校长得到了北京下乡老校长有针
对性的建议。这两年，阜平半沟
小学校长刘江明从北京下乡老校
长那里吸收了许多意见。校园常

规管理如何在学期初做好学期计
划，如何及时做好试卷质量分析，
怎么开好家长会⋯⋯支教老校长
既从具体的行为做法上帮助他做
好学校管理，又从理论层面上引
导他学会反思沉淀、总结方法，帮
助他快速适应校长岗位的要求。

老校长的到来稳住了特
岗教师

在 2017 年阜平县中小学教
师“四项全能”比赛中，城厢中
学成了大赢家。“我校10名教师
全部获奖，其中 3 名教师获得初
中组一等奖，而一等奖总共才 5
个。”城厢中学校校长张秀林兴
奋地说，“这真得感谢北京来的
老校长纪世铭、语文特级教师田
福春。” （下转第三版）

老校长下乡 老区教育靓了
——北京组织退休知名校长精准帮扶河北阜平中小学纪实

本报记者 施剑松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蔡珊珊的大学英语课堂上，经
常出现“中国古代文明”“一
带 一 路 ”“ 创 新 创 造 ” 等 词
语。“明朝是人类历史上治理
有序、社会稳定的最伟大的时
代之一。在这一时期，由郑和
率领的船队进行了 7 次大规模
探险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
间早半个多世纪。”在翻译专
题中，蔡珊珊的讲解给学生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把大学英语课程润物无声
地上出“思政味儿”，源于江
苏大学思政改革的积极探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
仅是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学
业导师的职责，更是全体教师
的共同职责。”江苏大学党委
书记袁寿其说，大学英语课程
思政改革不仅要提升大学生的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跨文化交
际能力，还应该帮助学生用批
判性眼光看待西方文化及核心
价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增强文化自信。

其实，大学英语教学过程
中，英语教师本身的困惑并不
少。“课堂中频繁出现的中西方
社会文化差异如何处理？教育
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中，反复提及的‘思想性’落脚
点在哪儿？大学英语教学中的
现实问题意识怎样体现？用英
文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是什
么？”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
外国语学院教师孔令璇说。

面向全校除英语专业之外
的所有专业本科生，江苏大学
大学英语课程包含了33门必修
类、自主研学类和公共选修类
相关课程。从2017年开始，外

国语学院国际语言课程中心的
21 名骨干教师组成专门研讨力
量，分“听说、读、写、译”
四条线充分挖掘各门课程的思
政教育资源。

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国文化价值观，研讨小组
充分开发大学英语思政教学
资源，不仅从现有主干教材
中挖掘出了蕴含丰富的思政
教育元素，同时也从 《习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 中 英 文 版 、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西方传媒
报道与评论等中，补充融英语

语言教学和思政教育于一体的
语言教学素材。

“教师要找到教学目标与思
政教育之间的契合点，深挖主干
教材与思政教育之间的互补点，
完成课程既定教学目标的同时
使得思政教育课堂效用最大
化。”课堂上，英语教师朱小羽讲
述丘吉尔的著名演讲《永不放
弃》时，就围绕“敬业”一词展开
论证，而“敬业”正是 24 字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外国语学院院长助理吴鹏
说，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的

重点是“无缝对接”与“润物
无 声 ”， 避 免 纯 粹 的 口 头 说
教，而要在常规大学英语教学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
真正理解、坚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

目前，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改革已经通过学院、学校两次
公开课观摩，即将在全校层面
全面铺开，并面向江苏省推出
省内公开课。袁寿其说，通过
这样的思政课程改革，“要让
大学英语课程开到哪里，思政
教育就走到哪里”。

无缝对接思政内容 潜移默化引导学生

江苏大学：英语课有了“思政味儿”
通讯员 吴奕

7 月 14 日，中国书法教师在点评英国学生的书法习作。当
日，2018国际顶尖教育学院联盟暑期学校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结
束，来自美国、巴西、英国等7个国家的17名大学生，展示了在
华一周的学习成果。 本报见习记者 单艺伟 摄

来中国学艺

本报讯（记者 方梦宇）日
前，安徽省发布《2018 年农村义
务教育巩固提升行动方案》，为农
村教育带来诸多利好。根据方
案，安徽今年将维修改造农村义
务教育校舍 290万平方米，补齐
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短板，并全部
消除义务教育阶段 66 人以上超
大班额。

安徽要求，要建好建强乡村
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
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
200 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对在
校生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
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统一

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标准，重新核算中小学教师编
制，确保农村小学班均编制不少
于一名，每个教学点编制不少于
两名。推进中小学教师编制管理
改革，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编制

“周转池”。
此外，安徽提出，将推进中小

学教师“县管校聘”改革，城镇及
优质学校教师到乡村交流轮岗的
比例不低于符合条件教师总数的
10%。依法保障农村教师待遇，
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将符合条件
的教师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

安徽补齐农村校办学短板
全面维修改造校舍消除超大班额

新 华 社 成 都 7 月 15 日 电
（记者 吴晓颖） 记者15日从四
川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获
悉，今年高考招生录取中，8 所
试点院校在四川采用综合考核招
录模式，即实行高考成绩、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
价及高校自行测试结果相结合的
录取办法。

据悉，今年在四川试点综合
考核招录的 8 所院校为：北京外
国语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
国科学院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
海纽约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昆
山杜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南
方科技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
学（中外合作办学）。在这 8 所学
校中，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行
按比例投档外，其他 7 所高校均
不设投档比例。

目前，8 所综合考核试点院
校均完成在川招生。录取中，凡
通过这些学校举办的能力测试或
综合评价面试，且上四川省本科
第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在提
前批第一志愿栏中填报相关试点
院校的考生，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在投档时即将符合条件的合格生
源投给高校，由招生院校根据考
生的综合评价成绩择优录取。

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今
年在四川共招收文、理科学生
20 人。该校采取基于高考成绩
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即根据“学
生高考成绩占 70%、学校能力测
试成绩占 30%”进行综合评价排
名，择优录取。其中，学校能力测
试内容分为中文面试和外语口试
两部分。学生入校后采取小班教
学，培养主要服务国家“一带一
路”发展的高端外语人才。

上海纽约大学今年在四川共
招收文、理科学生 21 人。该校
采取结合高考成绩、“校园日活
动”评价、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择优录
取。该校招生办主任周鸿介绍，
报考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必须参
加“校园日活动”，获得预录取
资格才有机会录取，即学生必须
参加 24 小时活动并全程用英语
交流，主要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由该校教师跟踪评价学
生的活动表现。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
人说，打破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
取依据是 8 所试点院校的共同特
征。不少高校都把重点放在全面
考核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高考成
绩只占综合成绩的一定比例。

高考成绩非唯一录取依据

八高校在川试点综合考核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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