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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二 一六级研究生冠军班回信一周年之际
——

“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
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
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作贡献，为社会
传递更多正能量。”2019 年 6 月 18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 2016 级研究
生冠军班全体学生的回信中深情嘱托。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
既是对北体大历史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
对新时代中国体育人应承担更多使命责任
的新期许。”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北
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曹卫东深感自
豪，也更觉责任重大。
参与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盛典，经历
了新冠肺炎疫情，一年来，北体人如何担
起时代重担？

用成绩和行动做表率

2019 年 9 月 30 日，2016 级研究生冠军
班学生刘虹夺得多哈田径世锦赛 20 公里竞
走冠军，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北体人
的一份礼物。
本报记者
这位在女儿一岁半时艰难复出的 32 岁
老将说：“我心潮澎湃，也深受鼓舞。我会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懈努力，争
取在东京奥运会再创辉煌，为国家争光，
林焕新
为民族添彩，为实现中国梦奉献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
”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另一位冠军班
成员也早已烂熟于心。平昌冬奥会冠军武
李小伟
大靖说：“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也不
仅仅是运动队伍，我们每一次都是代表祖
国出战。作为运动员必须全力以赴，在赛
场上取得好成绩，担负起肩上的使命与责
任。”
冠军班的运动健儿们用成绩和行动做
出了表率，而带头拼的不仅是他们。
2019 年 9 月 22 日，在巴库落幕的国际
体联 2019 年艺术体操世界锦标赛上，北京
体育大学教师孙丹带领 6 名运动员组成的中
国艺术体操队集体队，获得集体全能第七
名，这是近 6 年来最好的成绩，成功拿到东
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这背后是身负“重担千钧”的努力。
孙丹于 2018 年 11 月接手了重组的国家队
后，与队员们吃了一个冬天的盒饭，几乎
所有时间都泡在训练馆里，用常人难以想
象的高强度训练，为这支本来入围东京奥
运会希望渺茫的队伍换得为国争光的入场
券。现在，她们依然坚持每天训练 10 小
时，全年无休。
“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就是在北体大发展
起来的，国家队基地就设在北京体育大
学。我是北体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
我感到自豪，为体育强国奋勇拼搏就是我的坚守。
”孙丹说。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是北体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体现在平昌冬奥会闭
幕式上 80 名北体学子惊艳全球的
“北京 8 分钟”
表演里；
体现在 70 周年国庆群众
游行
“青春万岁”
方阵北体学子的蓬勃朝气里；
还体现在 2016 级研究生冠军班学
生的人生抉择中，
他们不少人从竞技体育领域的冠军，
到全民健身的推广者，
身份
在变，
但是初心不变，
使命不变，
奋斗精神不变。
“这些使命和奋斗构成了北体大全
面参与体育强国事业、
培养全国体育事业领军人才的接力赛。
”
曹卫东说。

○

校外培训机构首个全国性示范合同文本出炉

杜绝“霸王条款”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服务
本报记者 王家源

聚焦

今日

近日，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印发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服
务行为，推动化解校外培训收退费纠
纷。
《培训合同 （示范文本）》 为校
外培训首个全国性示范文本，共 11
条，充分考虑了中小学生在参加校外
培训过程中，各环节必须明确的当事
人双方责、权、利关系，涵盖了培训
项目、培训要求、争议处理等内容，
尤其对培训收退费及违约责任作出了
详细规定，旨在有效规范培训合同当
事人签约、履约行为，从根本上保障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化解退费纠纷，向“霸王
条款”说不
《培训合同 （示范文本）》 相关
条款明确，培训机构应当向学员明示
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 （或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办学事
项、上课时间、服务承诺等内容。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培 训 合 同 （示 范 文
本）》 还明确了退费程序和要求，例
如列出了学员申请提前退学双方可约
定的退费方式。
“从以往发生的培训者与培训机
构的纠纷看，合同不规范，培训机构
与培训者的权利、义务不清晰，培训
机构单方面提出‘霸王条款’，利用
家长维权意识不强，引诱家长签订违
规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21 世纪教
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提供参考
合同文本，回应了选择培训机构的学

生家长的期待，也是规范培训机构经营
行为，减少合同纠纷尤其是退费纠纷，
维护培训者合法权利的积极尝试。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董圣足认为 ，《培训合同
（示范文本）》 对处于交易优势地位的
培训机构权利加以适当规范，有利于防
止部分培训机构利用格式合同免除自身
责任、加重学员责任、排除学员主要权
利、损害学员合法权益等情况发生。把
合同争议事后救济转向事先整体性合同
协商制度，有效杜绝了“霸王条款”。
同时将对培训机构夸大、虚假宣传形成
有效制约，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

平等透明，促进校外培训
机构规范发展
在董圣足看来，基于平等、公平、透
明原则，
制定并推广培训服务示范合同，
就市场交易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合
理界分，
对培训服务标的的质量要求、保

一场跨越千里的毕业典礼
本报记者 鲁磊 通讯员 黄云飞
为了让湖北籍学生的大学生活不
留遗憾，四川农业大学做出一个暖心
决定——把毕业典礼和授位仪式搬到
武汉。6 月 12 日，在武汉一家宾馆
的会议室里，四川农业大学举行了一
场特殊的“毕业授位典礼”，学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校党委副书记
张强与学校学工、就业等部门负责
人，专程从四川赶赴武汉，为受疫情
影响无法回到学校的 2020 届湖北籍
本科毕业生一一拨穗、授位。
学校水利水电学院毕业生卢人铭
的家在十堰，为了参加毕业典礼，他
坐了两个多小时高铁赶到武汉，看到
学校的细致安排，卢人铭“感觉很暖
心”。土木工程学院毕业生王任雅弘
说：“感谢学校和老师为我们保留住
了毕业季的这一份仪式感。”
“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需要学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校提供什么 帮 助 ？”典 礼 现 场 ，学 校
招就处副处长马海仔细询问每一名
学生的近况，
“ 除了为湖北毕业生授
位，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
进 一 步 了 解、协 调 湖 北 籍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落 实 情 况 ，确 保 对 所 有 湖北籍
毕业生做到‘帮扶百分百’‘就业百
分百’。”
四川农业大学目前共有 63 名湖
北籍应届毕业生，疫情发生以来，四
川农大高度关注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就
业情况，为每名湖北籍同学发放了
300 至 1000 元不等的慰问金，实现
了 湖 北 省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100％
受助。学校第一时间成立了就业帮
扶导师小组，对湖北籍毕业生在升
学、就业、出国等方面提供指导与帮
助。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该
校湖北籍毕业生就业率达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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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条件及风险分配等给出恰当定义，同
时就消费者的维权机制及救济渠道加以
及时明确，
无疑具有增进消费共识、增强
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竞争等多重效用。
“可以预见，《培训合同 （示范文
本）》 的推广使用，有利于优化校外培
训行业发展生态，有利于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行为，有利于保护广大受训者及其
家长的合法权益。
”董圣足说。
“ 《培训合同 （示范文本）》 的制
定及发布，反映并维护了培训机构的应
有权利，真正体现了契约精神的平等与
理性。
”董圣足说，《培训合同 （示范文
本）》 强调对机构自有培训材料和课件
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激励机构加大
原创力度和研发投入，从而促进培训机
构转型升级。相关条款还赋予培训机构
可以依法制定适合其自身的培训管理制
度，并要求学员遵照执行，以确保培训
活动顺利进行，对培训机构的健康发展
是一种重要保障。
（下转第三版）

校企合作
促就业

近日，遨博（江苏）机器人有限公司
车间，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
生赵缘（中）和周昊南，在校内专任教师
蒋金伟（右）的指导下顶岗实习。常州工
职院推进校企深度合作，聘请来自企业
的产业导师、能工巧匠和校内专任教师
共同管理顶岗实习学生，校企双主体联
合培养技能人才，
实现学校到企业的“零
距离”
高质量就业。
沈叶菁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勇敢加入战疫队伍
疫情之下，冠军班、北体人加入战疫队伍，肩抗使命，勇立潮头。
“加油，希望在前方，待疫情结束，北体相遇，你我仍是白衣飘飘、体魄
强健、饱读诗书的少年。”2016 级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北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团
体冠军杨伊琳在与学校湖北师生视频连线时为他们加油。
花样滑冰名将、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教师张昊参与制作学校公益网
络亲子运动课程；学校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共同录制武汉加油视频；冠军班致
信新冠肺炎康复青少年，鼓励他们“让运动成为习惯，让青春更加精彩”……
北体大国际体育组织学院 2016 级本科生胡婧怡说：
“各位冠军向我们诠释
了体育魂在困难面前披荆向前的独特魅力，让我们看见了体育人不屈不挠的执
着气概，坚定了全体师生迎难而上、逆风而行的决心和魄力。
”
截至 3 月 25 日，北京体育大学在多家直播平台上推出居家健身内容 36
次 ， 制 作 发布 240 条短视频，点击量、阅读量累积近 4 亿；推广了“全民
跳绳挑战”和“‘舞’所畏惧在云端”两个线上群众性赛事，引领科学健康
风尚。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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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依托信息化手段在云南寻甸抗疫扶贫“双线作战”——

“信息化快车”
为脱贫攻坚加速度
本报记者 任朝霞 通讯员 符哲琦
老人头菌炖水鸭、牛肝菌煨豆腐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
曹姗姗收到了来自云南省寻甸县的原
生态农特产品，于是兴致勃勃地在网
上搜起了菜谱，她惊喜地发现，学校
校办企业华申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居
然有厨师团队专门研发的寻甸食材烹
饪教程小视频。
自 2019 年 8 月国务院扶贫办和
教育部将华东师大确立为寻甸县定点
扶贫单位开始，学校积极行动，汇
聚各方资源帮助寻甸巩固脱贫成
效，走向乡村振兴。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学校依托信息化手段，在
抗疫和扶贫的战场“双线作战”，抢
时间、加速度，不让疫情阻挡脱贫
攻坚的脚步。

教师培训推动在线教育
“化危为机”
“授课平台如何选择？课程资源
如何制作？线上教学如何实施？协同

教研如何开展？”今年春季新学期伊
发展，提供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系统化
始，云南寻甸中小学开启了在线教
解决方案。”开放教育学院院长闫寒冰
学，新的授课模式给从未上过网课的
表示，疫情中“化危为机”的举措，让
教师们带来了不少挑战。
寻甸县第一次覆盖全县教师的培训实现
为解决寻甸中小学教师的现实难
了“换轨超车”
。
题，华东师大开放教育学院将最新开
爱心消费助力产业“造血”
发的“在线教学能力提升系列课程”
纳入寻甸县中小学骨干教师工作坊研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希望寻甸的
修项目。3 月 9 日，该项目正式启
发展能搭上华东师大快速发展的‘快
动，46 名语数英学科坊主和 2480 名
车’。”去年 10 月，华东师大特别邀请
坊员，以“直播进修、边学边用”的
寻甸县委书记何健升到校作主题报
方式开启了研修之旅。
告，分享寻甸县率先在云南省脱贫
“技术难题、教学策略、师生沟 “摘帽”的经验做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通技巧，学生心理防疫方法……今天
略的思路。寻甸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华
教学中遇到了问题明天就能得到专家
东师大师生，激励着他们用心、用
的指导，华东师大真是给我们送来了
及时雨。”寻甸县羊街镇初级中学语
文教师吴朝文从教 36 年来第一次上
网课，成了深受学生认可的“教师主
播”
。
“研修项目既为疫情特殊时期特
别设计、科学指导，又着眼教育长远

脑、用情、用智慧走向脱贫攻坚工作
一线。
“是不是可以通过食堂和工会采购
寻甸产品？”
“是不是可以发动校友一起
参与？”……创新思路、想方设法帮扶
的过程中，华东师大与寻甸县建立了深
厚友谊。
疫情发生后，华东师大积极发挥融
媒体的宣传力量为寻甸农副产品“带
货”。师生校友们以消费扶贫的实际行
动推动寻甸产业“造血”，带动了“e
帮扶”电商平台近 16 万元销售额。
半年多时间，
华东师大为寻甸筹集了
近 43 万元的捐赠物资和 200 万元“幸福
之花”
专项扶贫资金。
（下转第三版）

脱贫攻坚 教育力量

【理论周刊】

高校行动

【家教周刊】

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要承担育人责任

父亲是我人生路上的灯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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