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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环球周刊 国际教育·
域外教育 域外教育动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期在世
界教师日呼吁，为教师提供更好
的培训与专业发展，以缩小学习
差距和支持各级全纳教育。今年
世界教师日的活动主题为“教
师：领导危机，重塑未来”。

据统计，新冠肺炎疫情使全
球6300万名教师受到影响。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
莱（Audrey Azoulay）、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亨利埃塔·福尔
（Henrietta Fore）、国际劳工组
织总干事盖伊·赖德（Guy Ry-
der）和教育国际总干事戴维·爱德
华兹（David Edwards）共同发表
联合声明，呼吁将教育经费投资于
高质量的初等教师教育以及持续
的教师专业发展——“如果政府没
有采取紧急行动并增加教育投资，
学习危机就可能变成学习灾难。
所有教师都应具备数字和教学技
能，使他们在不同的技术环境中可

以通过远程、在线以及混合方式进
行教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
儿基会和世界银行针对新冠肺
炎疫情所做的一项联合调查显
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
只有一半的国家为教师提供了有
关远程教育的额外培训，只有
不到1/3的国家为教师提供了心
理支持来帮助他们处理这一危
机。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
计研究所、国际教师工作队和全
球教育监测报告最新数据显示，
81％的小学和86％的中学对教师
有最低学历要求，并且各地区之
间存在很大差异。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只有 65％的小学和
51％的中学对教师有最低学历要
求，南亚地区这一数字分别为
74％和77％。许多教师没有为教
育教学做好准备。

（王梦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呼吁各国加强为教师发展投资

据新加坡教育部网站消息，
新加坡教育部将与伊顿基金会、
新加坡社区基金会共同开展“儿
童成长账户”充值计划，使约
1300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前
儿童受益。

接受资助的学龄前儿童由新
加坡七大儿童成长中心筛选产
生，均来自月收入不足4500新加
坡元的低收入家庭。伊顿基金会
与新加坡社区基金会将在未来3
年中为“儿童成长账户”计划捐
款近100万新加坡元。从今年11
月开始，这些符合条件的儿童在
未来的一至三年内通过“儿童成
长账户”获得两大基金会每年最
多250新加坡元的资助。与此同
时，新加坡政府也将为符合条件
的儿童通过“儿童成长账户”发
放每人每年500新加坡元的资助
款项。3年间，这些家庭最多可

获得1500新加坡元的政府资助。
受助儿童的父母和监护人可以使
用这些资金来支付学费和经过婴
儿福利批准机构核准的医疗费用。

新加坡教育部第二部长兼小
学生家庭生活提升工作组主席马
利基·奥斯曼 （Maliki Os-
man）表示，学前班在儿童成长
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能够树立儿童自信心，培养儿童
社交能力，激励他们更加积极好
学。这一计划将鼓励更多低收入
家庭将儿童送入学前班学习。伊
顿基金会和新加坡社区基金会也
表示，儿童是未来社会的支柱，
希望能通过“儿童成长账户”充
值计划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助
力早期儿童成长教育，改善低收
入家庭儿童的生活，确保不让任
何一个孩子落后。

（张亦弛）

新加坡教育部

为贫困儿童设立“儿童成长账户”

视觉中国 供图

东京大学成立于1877年，是日本
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立大学，具
有比较突出的特点。1886年，东京大
学就开创了在综合性和研究型大学中设
置工科大学（后成为工学部）、系统传
授工科教育内容的先例。此外，东京大
学为日本培养了法律、外交、理工和医
学等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同时在借鉴
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开展高
水平的科学研究，成为日本基础科学研
究最重要的中心之一。

截至2020年5月，东京大学共培养
毕业生428455人。其中，诺贝尔奖获
得者 10人。日本迄今 62名总理大臣
中，东京大学毕业的有15人。自2003
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首次
发布至2019年，东京大学的排名尽管
从最初的19位降至2020年的26位，但
一直居于亚洲大学中的首位。东京大学
自成立之初，不仅为其后创建的其他帝
国大学、地方国立大学以及著名的私立
大学输送了大量师资和研究人员，奠定
了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还通
过留学生教育和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研
究等，帮助其他国家培养高层次科研和
专业人才。

目前，东京大学在校本科生14058
人（包括留学生294人），研究生14381
人（留学生3720人），其中博士生5732
人（留学生1404人）。在研究生教育阶
段，外国留学生的比例由 2008 年的
15.1%增加到 2020年的 25.9%。与 12
年前相比，目前全校本科生数与研究生
数的比例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研究生
教育阶段的留学生数增长较为明显。此
外，2020年校级管理人员18人，专任
和兼职事务职员等4126人，专任教师
3863人（外籍专任教师649人）。外籍
专任教师的比例由2008年的2.3%增长
到2020年的16.8%，增长较为显著。

2015年，《东京大学愿景2020》发
布。近年来，东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
重点是培养学生具备综合的国际能力，

即毕业生能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能
力。具体措施包括，东京大学将4月1
日定为新学期开始的同时，于2015年4
月引入4学期制，参照多数外国大学将
暑假调整到6—8月。学生不仅可以在
暑假期间参加外国大学的暑期学校，还
可以通过将相邻的学期与暑假拼接起
来，方便参加半年的海外留学项目。学
校除了增加英语授课，增设数理统计信
息教育等方面课程之外，还与10个地
方政府合作，鼓励本科生参与地方政策
咨询与调研等活动，培养本科生了解和
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东京大学实施
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制度，加强学位论文
质量的审查，扩大留学生数量，开发更
多的跨学科硕博连读课程。通过建立国
际顶尖研究生院，有重点地培养了可以
在全球工业界、学术界和其他领域部门
等发挥积极作用的博士人才。东京大学
建立了卓越研究者制度，专门为博士研
究生和年轻研究人员提供稳定就业和良
好的研究环境；同时，还建立了东京大
学杰出教授制度，鼓励优秀的科研人员
工作到75岁。在学科建设方面，东京
大学鼓励校内跨学科、多领域间的合作
研究。例如，仅在2016—2018年就建
立了14个校内跨学科和多学科合作研
究机构。为了促进产学合作，学校成立
了产学合作促进总部，以满足诸如知识
产权、利益冲突、安全出口控制和公司
需求等风险管理需要。近年东京大学与
日立和日本电气开展大规模的合作研究
便是一例。此外，东京大学还在筑波科
学城等地建立了“筑波—柏—本乡（东
京大学的一个分校）创新走廊”，通过
企业、学术界、政府和其他部门之间的
紧密合作，建设全球人工智能等研究中
心和产学合作创新平台。

此外，东京大学还积极走出国门，
扩大在全球的学术影响。例如，截至
2019年，东京大学在海外建立了2个事

务所和28个科研合作基地。这些科研
合作基地分布在全球主要国家，不仅包
括欧美等国，还与中国科学院等中国6
所科研机构和大学建立了合作研究基
地，例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复
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宇宙线研
究所与西藏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等
建立的科研合作基地等。

针对全球科技发展、国家改革以及
社会变化等需要，东京大学在加强校本
部协调和指导功能，推进各种改革举措
的同时，还在2017年成立了东京大学
全球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成员由
全球不同领域的著名专家构成。该委员
会主要为学校发展重大战略问题提供咨
询，并为大学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此
外，东京大学还成立了新的院校研究数
据室，收集和分析有关教育、研究、社
会贡献活动等方面的信息，并将这些信
息积极地用于大学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治
理。

近年来，东京大
学的改革目标主要是
建设成为全球层面的
知识创新中心。为了
实现该目标，东京大
学通过实施一系列有
关产学官合作，特别
是国际化的举措，力
求把提高教学、科
研、社会服务水平与
完善校内治理体制等
方面的改革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

作为一所国立大
学，东京大学不仅响
应和配合日本政府实
施的各种重大改革政
策，通过参与“顶尖
全球化”项目、“指定
国立大学法人”项目
等，探索和引领日本
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和

有效途径等，提高日本国际学术竞争
力，同时也与地方政府共同开发了培养
本科生的系列项目。

根据全球科学前沿和社会的变化，
东京大学不局限于传统的基础学术性研
究，不仅与日本产业界和国立科研机构
等进行多种形式的科研合作，而且还在
一些国家建立科研合作基地，为推动学
术发展、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等作
出贡献。

从平衡教学与科研关系来看，过去
数十年，东京大学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
比例基本保持一致，至少从招生数量上
反映了其同样重视本科生教育。此外，
通过制度化建设，东京大学不仅改革日
本国立大学传统的教师退休制度，允许
著名的科研人员延迟退休年龄，而且还
从战略的角度，通过制度化建设，培养
年轻有为的科研人员。

（作者系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
究开发中心终身教授）

近年来，东京大学不仅与日本产业界和国立科研机构等进行科研合作，还在部分国
家建立科研合作基地，推动学术发展，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东京大学瞄准全球促进协同创新
黄福涛

一、学院概况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是在
原中文系、戏剧影视文学系基础上建设而成
的二级学院。现有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
学、文化产业管理、网络与新媒体等4个本
科专业，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为教育部高等
学校特色专业。有中国语言一级学科硕士点
与学科教学 （语文） 硕士点，有5门省级精
品课程、2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1个省级重
点学科、1 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有专任教师 61 人，其中教授 15 人 （二级教
授 4 人），副教授 33 人，博士 （含在读） 21
人。专任教师28人次入选各类省级以上人才
库或获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主持地厅级以
上科研项目98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
项，教学和科研成果获地厅级以上奖励130
余项。目前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1736名，硕

士研究生 115 名，外国留学生 6 名。多年来
为陇东南乃至西部培养了数万名合格毕业
生，绝大多数在各行各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有
些已成长为相关行业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

二、硕士点简介

（一）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目前设有文艺学、中

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
献学、汉语言文字学等5个学科方向，分别
形成了关注西部民间文艺与中国智慧美学研
究、关注西部神话原型与中国唐宋文学研
究、关注西部当代作家与中国乡土文学、关
注西部地方文献与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关注
西部方言与中国语汇研究等特色和优势。在
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有相当的影响，为陇
东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有专任
教师 38 人，其中教授 12 人 （二级教授 4

人），副教授 13 人，博士 （含在读） 18 人。
有硕士生导师23人，博士生导师1人。学科
组成员的研究方向明确，年龄和学缘结构合
理。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长期从事本专业
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术造诣高，业绩突
出，声誉良好。学科带头人均有正高级职称
和博士学位，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多
篇，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多部，有3年以上
指导硕士研究生的经历；学术骨干均具有副
高级以上职称。

（二）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点
现有学科教学 （语文） 研究生 45 名。

2017年以来，研究生在各类专业期刊发表教
学设计和教研论文60余篇。文传学院依托汉
语言文学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国培
计划”项目聘任国内著名高校专家和中学特
级教师担任兼职教授，做示范课或举办专题
讲座，多次组织研究生赴省内外示范中学进

行专业考察和教学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研究生先后获首届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
（语文） 专业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第二届
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专业教学
技能大赛特等奖和一等奖。

三、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招生
2021 年，将在 2020 年 60 人招生规模的

基础上略有增加。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分
为5个二级学科方向，分别是文艺学、汉语
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
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21年，学校中国语
言文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专业
课科目为中国古代文学（袁行霈主编《中国
文学史》 1—4 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朱栋霖主编《中国
现代文学史1915—2016》上下册，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8年版）。复试科目将以二级学科
方向课为主，文艺学为文学概论（童庆炳主
编 《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汉语言文字学为现代汉语 （黄
伯荣主编 《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代文
学均为中国古代文学（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
文学作品选》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15—
2018》1—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二）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点招生
2021年计划招收40人。初试专业课科目

为教育综合（含教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
教育史、教育心理学等课程）、语文教学论
（倪文锦《语文教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9年版）。复试科目为现代汉语 （黄伯
荣主编 《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天水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公告

招生咨询电话：0938-8368435 地 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藉河南路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更多招生信息请登录天水师范学院研究生处网页 https://yjsc.tsnu.edu.cn/info/1067/2299.htm

·招聘信息·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台州技工学校创办于1979年，
地处台州市中心区太和山麓，占地面
积76705平方米，是首批国家级别重
点中等职业学校、首批省级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首批省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学校，被评为全国德育
管理先进学校、省级现代教育技术实
验学校、省级中等职业教育创新创业
课程教学试点学校等。

在深厚的教育积淀与持续发展
中，勇于突破的椒职人秉持大陈岛文
化传承，弘扬工匠精神，以拓荒牛意
志自勉，有效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近年来，椒江职业中专校
园特色建设颇有成效，获《浙江日报》
《浙江教育报》等媒体的关注，学校建
设、特色教育、校企合作等成果均获
广泛关注，迄今已形成报道逾百篇次。

紧跟教育潮流
开展特色办学

智能制造、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生产结构和
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9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现代职业教育
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
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作为首批国
家级别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椒江职业中
专在校企合作的工作中紧跟教育潮流。

为形成椒江职业中专独具一格的
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学校紧抓人才
培养、专业设置和教师队伍建设等重
点工作。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构建理
实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技能型人
才；注重学生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

融通，创设工作情境，强化实操训
练，促进专业集群式、外延式发展。
在专业设置方面，学校深入领会和树
立“以人为本、多元选择、全面发
展、人人出彩”的现代职业教育理
念，紧紧围绕台州市“七大千亿产业
集群”培育、新兴产业培育，专业设
置契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坚持
就业与升学并重的办学理念，开设数
控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
护、医药化工、3D打印等10余个专
业，重点建设面向本地主导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学校品牌专业。教师
建设方面，以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
素质为中心，以培养学科带头人和骨
干教师为重点，遵循开放、创新、精
干、高效的原则，建立促进教师资源
合理配置与开发利用以及优秀人才成
长的长效机制。

紧抓校企合作
深入探索产教融合

为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学校实施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吸引企业、行业参与，采用联
合、共建、融合等方式将“工学结
合、校企合作”贯穿于整个教学过
程，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与浙江仁
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在全省中
职学校中率先开设养生健康服务类专
业；与浙江真空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建
立校内合作生产性实训基地，为该公
司加工零件和新产品试制；与椒江区
滨海工业区块、椒江区医药化工进出
口企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分别签订合作
协议，共同培养行业、企业所需的技
术人才；与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基

于现代学徒制的五年一贯制人才培育
模式的探索。积极创造条件，融入“温
台职业教育一体化创新高地”建设的发
展平台，以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此外，学校坚持“一切为了学生
就业”的工作方针，以增强学生就业
竞争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为重点，推
动学生学业、就业和职业的发展。学
校积极参与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
行动，加大对口支援力度，有效服务
四川、新疆和贵州等地职业学校的长
远发展，内容涉及专业建设、课程改
革、师资培训、教育教学及学生实习
就业等领域，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西
部地区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自
2017年9月起，椒江职业中专科学开
展对峨边职中的结对帮扶工作，学校
先后迎来峨边职中5批共计195名学生
到校参加研学活动。帮扶工作包含了

贴心安排研学生活、科学定制教学课
程、灵活实现专业引领、有效助推技
能提升、合理构建管理模式、精心厚
植爱国情怀、合力完成就业脱贫等各
方面，帮助百余名精准贫困户实现脱
贫梦想。同时，作为国家高技能紧缺
人才培训基地，学校建有台州市中职
学校首个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和首个
公共创业实训基地，积极开展社会培
训工作，履行社会责任。值得一提的
是，学校与台州一中率先开展普职融
通工作，为其开发并开设职业技能类
选修课程，开启“破墙办学”的先行
之路。

未来，椒江职中将立足本土，放
眼世界。以培养内心向善、技能出
众、品行端正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
为宗旨，全心全意服务社会和谐发
展。以和合文化引领学校发展，推进
学校内涵提升；积极引进高新技术和
企业元素，构建政府部门、企业和学
校立体合作平台，形成校企合作长效
机制；贯彻德育在先、以文化人、以
技树人、制度断后的管理思路，打造
学生有名节、教师有名望、管理有名
气的品牌名校。

（郭文彬 何元娇）

深化职教校企合作 搭建产教融合平台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特色办学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