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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宁（金乡）衡文中学校长招聘公告
··招聘信息招聘信息··

山东省济宁 （金乡） 衡文中学隶
属于济宁王师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是
一所高标准、高规格的全日制、寄宿
制民办普通高级中学 （办学许可证号
137082831900018）。

学校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王
丕街道办事处，占地 240 余亩。学校
办学规模 90 个教学班，高中在校生
4500名。

目前需聘任校长一名，学校实行
济宁王师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一、应聘条件

品德高尚，为人师表，身体健

康，精力充沛，适应高中校长工作
需要。无违法行为记录。

二、聘用办法

1. 报名：请有意向者 6 月 30 日
前登录济宁王师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http://www.jnwsjy.cn/官 网 ， 下 载
校长报名表 .docx，填写完整后发送
到邮箱：wsjy2019913@163.com

咨询电话：0537-2039912
联系人：陈老师 路老师

周老师
2. 由专家组进行资格审查，确

定面试答辩名单并通知本人。
3. 面试答辩：请参加面试的应

聘者携带本人身份证、资格证、职
称证、荣誉证原件及各证复印件一
份，按通知时间地点参加面试答
辩。

4. 健康查体合格者择优聘用，
签订合同。

三、校长待遇

校长实行年薪制，年薪 80 万
元，另设 20 万元绩效奖 （均为税
后），学校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给予
缴纳五险一金。入职即提供住房及
必要的办公条件。

济宁王师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4日

本 报 杭 州 6 月 13 日 讯
（记者 蒋亦丰） 教育部今天
在浙江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有关情
况。本届大赛以“敢为人先放
飞青春梦，勇立潮头建功新时
代”为主题，着力打造两堂大
课：一堂全国最广泛最生动的
高校创新课，一堂最大最有温
度的高校思政课，全力谱写高
等教育的“奋进之笔”。

本届大赛的主体赛事分为
三个阶段，分别是报名阶段、
初赛复赛、全国总决赛。全国
总决赛将于 10 月在浙江大学
举行。同期，还将举办 6 项活
动，包括“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活动、大学生创客秀、大
赛优秀项目对接巡展、对话

2049 未来科技系列活动、浙
商文化体验活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创业教育国际会议等。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
岩介绍，本届大赛分为高教板
块、国际板块和萌芽板块，新
增的萌芽板块首次面向高中生
开放。今后，大赛将更名为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目标是办成世界
大学生“双创”奥运会。

本届大赛的规模可以用
“311”概括，即吸引 300 万
名大学生参赛，组织100万名
大学生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活动，邀请100个国家和
地区的大学生团队参赛。截至
6 月 10 日，大赛报名参赛项
目数已有 77.2 万个，参赛人
数达331.9万人。

最生动的创新课 最有温度的思政课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双创大赛启动

什么是盐？它是生活中最常
见的调味品，也是人类维持生命
的必需品。“好的思想政治工作
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
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
自然而然吸收。”2016 年 1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盐”溶进“课程思
政”建设：覆盖新生的“航空航天
概论”、大一选课学生的“大学物
理”、电子信息学院系列课程，分
别作为核心通识课、核心基础课、
核心专业课三大类别试点建设课
程，经过几年摸索，已经打造成

“课程思政”示范课。

航空航天概论：
“水课”变“金课”

在北航，有一位特殊的“女

神”：她静静地坐在南湖旁，头
微抬，向着星空的方向望去⋯⋯
这尊铜像原名 《憧憬》，因她身
旁那本 《航空航天技术概论》 课
本而得名“航概妹”。

从 1953 年起，北航就自编
航空概论教材，作为全校必修
课。到今天，作为核心通识课的

“航概”，是全校本科生的必修
课，每年覆盖约4000人。

为什么要开这门课？课程团
队负责人、教授杨超说，新生普
遍存在对航空航天精神及文化传
承认识不足的问题，在他们三观
形成的关键时期，将波澜壮阔的
航空航天发展历程、中国故事、
北航故事结合“航概”知识点有
机融入，用航空航天精神、家国
情怀激发学生探索航空航天的兴
趣，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课程情怀化。身边的故事更
容易让学生接受，爱国报国的情

怀得以厚植。教授贾玉红上课最
喜欢讲北航师生研制“北京一
号”时敢于探索的故事。“每到
此时，90%的学生都会抬头。”

许多这样的中国故事，构成
了这门课中的“思政点”，它们
并非随机出现，而是有组织进入
课程大纲，覆盖所有章节和教学
环节。“每隔十几分钟，在关键
的知识点把关键的故事抛出来，
引起大家听课的小高潮。这也是
我们集体备课中所要求的。”杨
超说。

资源共享化。从线下扩展到
线上，课程团队创建了“书面+
网络+手机 APP”的一体化教
材。“航概”课入驻中国大学
MOOC 平台，被评为首批国家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首批国家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首批国家级
精品视频公开课，每年使数万名
社会公众受益，被网友评为工程

技术类最具人气的课程。
在很多人眼中，类似的通识

课、入门课往往沦为“水课”。
“航概”课为什么能“爆火”？

事实上，“航概”曾经也是
一门“问题课程”。“2000 年前
后，因为涉及学院与教师众多，
教学方式不适应学生需求，授课
与听课效果都不算好。”杨超介
绍，后来，课程团队重新梳理现
有资源和学生需求，对上课方式
和内容进行了重大调整：用现代
化、形象化的教学手段，以图
片、视频补充内容；充分利用实
体教学资源开展现场教学；加强
集体备课，规范教学流程；系统

性融入思政元素⋯⋯
2004 年，“航概”课成为国

家级精品课，“水课”真正变成
了“金课”。如今，“航概”课成
为全面落实爱祖国、爱航空、爱
航天、爱北航的“四爱”教育的
正面课堂，由跨院、跨系、跨学
科的教学团队组成的 40 余名教
师倾力打造。

学生的反响是对课程效果最
好的检验。杨超、贾玉红、戴玉婷
等团队教师多次获评学校“十佳
教师”等奖项，团队涌现出北京市
名师3名、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3
名、北京高校优秀党员1名。

（下转第三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思政工作的“盐”溶入核心课程——

三门“课程思政”示范课养成记
本报记者 赵秀红 通讯员 史越

壮丽 奋斗新时代年
基层蹲点记700

“天路弯多，你开慢点儿。”
出发前，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逸夫小学教师王洁群叮嘱开车
的司机。

此行的目的地是怀玉山上
海拔 1000 多米的玉峰小学，
既是王洁群的母校，也是她职
业生涯的第一站。

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有半
个多小时车窗外是白茫茫一
片，汽车行驶在“怀玉天路”上，
王洁群断断续续地和同行的逸
夫小学校长涂卫红说起从前。

“深山里没什么田地，记得
小时候爸妈总吓唬我说‘不好
好读书，就回家守着大山吧’。”

“20 年前吧，师范毕业，要
分配工作，邻居叫我们找找人，
分到好点儿的学校去，我爸没理
会，一分就分回家门口的玉峰小
学。后来用了 5 年时间，终于考
到逸夫小学⋯⋯”

两年前，逸夫小学为玉峰小
学开辟了“专递课堂”，看到一
块屏幕将自己曾经驻足过的学校
和现在工作的学校连接起来，王
洁群激动不已，主动做了“专递
课堂”的授课教师。

一次，她在一对一的“专递

课堂”上讲 《坐井观天》，在互
动环节中，让班上的孩子对屏幕
那边的孩子们说些什么。

“希望山里的小伙伴们能长
出又大又长的翅膀，飞出高高的
怀玉山，来看看外头的世界。”

“我希望能和屏幕那边的同学们
做朋友。”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对
着屏幕说着。

屏幕那头，玉峰小学三年级
学生罗振玉将对王洁群的喜爱和
对下次课程的期待写在信纸上，
并折了一堆千纸鹤。

“心意”被送下云端，送到
王洁群手中。感动之余，她组织
班上学生给屏幕那边的孩子送去
了书籍、学习用品等礼物。

一来一往，屏幕两端的学校
就这样建立了联系，王洁群也记
住了文静乖巧的罗振玉。

对涂卫红而言，学校建“专
递课堂”，也经历过一段拨云见
日的过程。

几年前，玉山县开始推进教
育信息化。一次，涂卫红和怀玉
山中心小学校长聊天中得知，玉
峰小学两名教师守着一至四年级
十几名学生，县里办个培训活动
都参加不了。

“他们到不了县城，我们可
以送过去。”那时，学校刚建好
录播教室，涂卫红想将优质资源
最大限度使用好，为山里的教师
和学生做实事。 （下转第三版）

“专递课堂”连起江西省玉山县城乡学校——

“云端”上的遇见
本报记者 甘甜

高考结束了，紧张的备考
状态终于告一段落。“解放
了”“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恐
怕是大多数考生内心最真实的
想法。很多考生像脱笼的小
鸟，迅速从重压之下的“紧张
模式”切换到泄压后的“放松
模式”。不仅考生有着强烈的
放松期望，家长和教师也抱着
这种想法。近日，山西朔城区
某中学一名高三班主任就兑现
了高一时许下的 3 年不去网
吧，高考完包场请全班同学通
宵玩的承诺。

不 少 网 友 表 示 很 羡 慕 ：
“酸了！别人的班主任。”不
过，这一做法也引发了一些争
议，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

“报复式放松”，考后的确应该
需要放松，但是不宜放纵过
度。面对质疑，当事教师进行
了回应。他解释说，包下网吧
也是为了避免杂乱的环境，确

保学生安全，而且自己全程陪
伴学生，学生们在网吧里“并
不是都在打游戏，其实更多的
是在浏览网页、看电影”。此
外，他还会组织 15 名学生从
学校出发骑行到上海。可见，
考后如何放松，这名教师有着
明确的规划，着实有一套，这
与“报复性放松”有着本质的
区别。

然而，每年高考过后，的
确有很多毕业生选择了放纵。
有些毕业生走下考场就奔赴酒
吧、歌厅、网吧“疯玩”，通
宵达旦；各式各样的毕业聚
餐、聚会上，有些毕业生喝得
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从生理
上讲，高考后考生处于疲惫
期，虽然需要释放压力，但要
适度，否则将导致劳累过度，
引发健康和心理问题。而现实
中，由于考后没有节制、缺少
规划的放纵酿成的各类悲剧并

不鲜见，这也是公众对考后
“报复性放松”持否定态度的
原因。

从情理上说，考后的放松
值得理解，但却不该是常态。

“报复性放松”建立在过度紧
张的基础上，如果平常的学
习、备考是劳逸结合、松弛有
度的，“报复性放松”的可能
就不大。过度紧张的高中生
活，既不利于心灵的成长，也
不利于学出高效率、考出好成
绩。考后如何放松是考生、家
长面临的一道题，回答好这道
题，答案不仅在考后，更在考
前。

考后 3 个月是毕业生长大
成人后第一次拥有一段没有压
力的闲暇时间，也是一个承前
启后的阶段，向前一步是开
放、自由的大学生活，退后一
步则是相对封闭、紧张的高中
生活。他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

陌生的生活环境，体验陌生的
人际关系，更为紧要的是将面
对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大学
的学习生活是宽松、自主的，
它要求学生们调整坐标，重新
找到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
己；它考验着学生的自我管理
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要求学
生科学设定学习目标，正确调
整学习方法，合理规划学习生
活。尤其是在全面强化本科教
育的今天，人才培养质量被放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快乐的
大学”一去不复返，准大学生
们更要有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勤学苦练，把自己锻造成才的
心理准备。

（下转第三版）

高考后“放松”也要有规划
钟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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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高考高招关注

本报讯 （记者 曹曦）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日前召开“计算金融”
本科新专业发布媒体见面
会，今年 3 月，该校计算金
融专业正式获批，哈工大成
为国内唯一一所具有计算金
融专业本科招生资格的学
校，该专业今年正式开始招
生。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叶
强表示，计算机、大数据及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与金融

业的发展，推动了计算金融
专业产生，所培养的学生将
掌握管理科学方法、计算机
理论、大数据技术、人工智
能、数学和统计学理论与方
法等专业知识。

据介绍，经济与管理学
院实行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新
模式，学生入学时只需报考
经济管理试验班一个专业，
两年后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
及人生规划选择包括计算金
融在内的10个专业方向。

哈工大计算金融专业今年招生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洪
松） 今 年 河 北 高 考 报 名
55.96 万人，考生规模连续
4 年增长，考生人数增多，
阅卷工作量加大。据统计，
全省高考试卷语文、数学、
外语各 43.82 万份，文科综
合近 13 万份，理科综合近
25 万份。为减少误差，实
现公平公正阅卷要求，河北
省非选择题实行了“三评加
仲裁”的阅卷流程。

“一份答卷，按照题目
被‘切割’成若干图片。”

高考阅卷现场相关负责人介
绍，其中，考生的非选择性
答题图片将被阅卷系统随机
分发给两名阅卷教师，每名
教师在不知道对方给分情况
的前提下，独立阅卷。同时，
通过预设阈值控制分差，若
两人评出的分数在学科阅卷
专家组设定的评分误差范围
之内，则取其平均值计分；超
出评分误差范围的，进行三
评；仍超出评分误差范围的，
计算机将答题图片发给学科
阅卷领导小组裁定。

河北非选择性试题“三评加仲裁”

◀日前，新疆 2019 年高考学生在济南到乌鲁木齐的 Z105 次列
车车厢里跳起民族舞蹈。新疆在山东就读的2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
后乘坐列车返回家乡。学生们在列车上换上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和
列车员一起开展联谊互动。列车乘务员热情服务，一路细心护送新
疆学生到终点站，洋溢着浓浓的民族团结情谊。

董乃德 摄

新疆考生的列车情

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经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