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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明德小学和
半山实验小学筹备两校教育资源整合。这在以
往，通常都由校长全面统筹这项工作。然而，
拱墅区教育局党委认为，党组织在“三重一大”
事项决策中必须发挥核心作用，于是决定将德
胜小学党支部书记袁红强调任两校书记，强化
党支部领导，确保整合工作平稳有效。

在学校发展的关键节点，党旗飘扬，组织
有力。

2018 年下半年起，浙江省教育厅党委在
全省探索开展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试点，2019 年以来浙江省委连续两年将
试点纳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计划。目前，
试点已在 11 个设区市全覆盖，参与中小学达
千余所。

“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抓班
子、带队伍、保落实，把加强党对中小学校全
面领导牢牢建立在坚实的制度根基上。”浙江
省教育厅党委副书记干武东说。

决策执行立规矩
试点之初，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认识和工

作上的偏差，有的只是将书记、校长岗位调个
过儿，仍然用老办法拍板、做事。有的认为

“党组织领导”就是“党组织书记领导”，纠结
于书记、校长谁是“一把手”的问题。

理清党组织和校长的职责范围，完善议事
决策制度，是试点工作的主攻点。

比如每个学校都会碰到的校园修缮工程，
过去是校长拍板、党组织审议。表面看事情办
得快，但往往校长个人意志突出，决策的科学
性和风险点较难把控。杭州市拱墅区文渊小学
自从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后，问题
迎刃而解。

首先，由分管后勤的支委委员、校长助理
马莉芳提出方案，给各支委委员过目。三天
后，召开党总支会议，书记沈金荣主持。各委
员依次发言，对工程要不要做、预算合不合理
等问题发表意见，沈金荣最后表态。按照民主
集中制原则，多数人表示同意，会议通过了这
项工程。两天后，学校召开校务工作会议，按
照党总支会议的要求一一落实。

沈金荣告诉记者，党组织决策中3个细节
必不可少。第一，书记要最后表态，不能第一
个“抢头”定调。第二，全程做好会议记录，
每个委员对个人意见要签字、存档。第三，指
定纪检委员后续跟进，全程把控风险点。党组
织决策的 3 个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
党总支会议充分交流意见，决策的科学性高
了。第二，因为是党组织决定，而非校长个人
意志，教师的赞成率高了。第三，凡是“三重
一大”事项，都采用这一决策制度，大家依章
办事的意识更强了。

目前，拱墅区已推出基层学校党组织议事
规则 3 张清单、1 套流程图，每学期进行党建
巡查，对存在问题及时整改。“党组织决策学

校重大事项已在各中小学落地生根。”拱墅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徐旭勇说。
有了决策和执行，监督也必不可少。嘉善县试点以后，迅速在各校成立了

“校务监督委员会”，其中有学校工会主席、家长代表、教师代表，书记、校长一
律不参加。规模较大的学校，教育局还会选派局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加入委员会。
委员会全过程参与学校的“三重一大”事务，听取党组织的阶段性工作介绍，提
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了监督机制，学校可以走得更
稳、更远。”嘉善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朱利军说。

浙江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大胆探索实践，进一步明晰党政管理路径。如湖州
市南浔区试点学校融入公司法人治理模式，同步建立党群议事会等配套制度，确
保群众所盼所忧成为党组织的所思所想。嘉兴、绍兴、舟山等市教育局把试点体
制机制变化要求纳入中小学校章程修订之中，提升试点的权威性、法治化。衢州
市教育局成立试点工作专班，组织各县 （市、区） 成立互查互学组，组织全市试
点学校开展交流学习。

选优用强配班子
2018年10月，苍南县成为全省首批整县域试点单位之一。第一时间，苍南

县排摸了家底，一些问题随之浮出水面：部分书记对党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不
强，有些书记有退二线的想法，有的学校存在支部委员与行政职务不匹配、支部
换届不按时等问题。 （下转第三版）

11 月 6 日，全球首颗 6G 试验卫
星“电子科技大学号”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升空。这个由高校与企业
联合研制的科技结晶将在空间应用场
景下开展全球首次太赫兹通信技术验
证。今年揭晓的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授奖项目共 239 项，144 所高
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奖 198 项，占
授奖总数的82.8%。

这是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个生动注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中央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教育战线涌现
了一大批服务国家急需、具有国际影
响的标志性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聚焦内涵发展构建高等
教育新格局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51.6%，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
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688 所(含独
立学院 257 所)，在学总规模 4002 万
人。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
等教育体系。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
大而不强，尤其是经济社会的转型发

展及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的新需求，对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提升的要求也更加
迫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双
一流”建设作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
重大战略吸引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 《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
方案》，开启了我国高校进行世界一
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新征
程。

2017 年，首批 137 所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
单公布，“双一流”战略的实施，标志
着我国加快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和提
升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都站在了
一个新的起点。

如果说“双一流”是高等教育适
应国家战略布局构建的顶天之举，那
么应用型大学建设则是学校主动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立地之举。2015
年10月，教育部等三部门出台 《关于
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
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转型改
革的主要任务和配套措施，这是我国
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构建的重大进展。

国家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
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加强国家急需

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超前部署人工
智能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善民
生急需的学科建设。在地方层面，多
地先后出台了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转变的文件，从简政放权、
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教师聘任等方
面制定了相关政策，为高校转型改革
提供了支持。

宏观层面上的优化必然带来微观
层面的转型。在强调高校内涵发展的
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展“专
业瘦身”，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
新，回应社会需求。2017年，中山大
学发布消息，调整或暂停18个本科专
业；2018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停招
11 个专业，集中资源攥紧拳头做强专
业。

各地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或增或减，调
整自身的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其中
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
等关系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前沿专业
得到加强。

锚定国家战略激发科技
创新新动能

近年来，中兴、华为被打压事件

引发全社会对“卡脖子”技术高度关
注，人们深刻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
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
指出，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
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
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回应和服务于国家战略是教育应
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高等教育紧密对接世界科技前沿和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支撑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能力。

教育部先后启动实施“高等学校
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五五行动”，布局建设 14 个前
沿科学中心、11 个关键核心技术集成
攻关大平台、38 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
心，着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卡
脖子”问题。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
的明珠”，是世界公认的核心技术门槛
最高、整体结构最复杂的工业产品，
也是严重制约我国航空产业和国防实
力提升的领域。为响应国家军民融合
发 展 战 略 的 重 大 举 措 ， 2018 年 12
月，清华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正式
揭牌，这是该校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的坚定抉择。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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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成就述评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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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亦丰

11 月 15 日，湖南省邵阳市
隆回县职业中专师生以当地望云
山美好风光作为思政课学习素
材，把地域文化资源引入思政教
育中，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生
活技能的培养，鼓励学生立鸿鹄
志、做奋斗者。

曾勇 刘璟 摄

绿水青山
好教材

小鲁从德钦三小毕业了，校长和
永强还惦记着去小鲁家家访。从2017
年到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第三小学做
校长起，和永强就关注着小鲁，每年
都要去小鲁家家访。

2018 年暑假，和永强和老师们到
小鲁家家访时，虽然有心理准备，但
眼前的景象还是超出他们的想象。

小鲁家三代单传，外公瘫痪，家里
一贫如洗。父亲不在后，小鲁慢慢变得
沉默寡言，自我封闭，寻机逃学。易地
搬迁点的新家，空荡荡的。和永强给小
鲁家人讲了很多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
告诉他们，如果不读书，将来还会成为
贫困户。一家人默默听着。

“孙子，跟校长一起回学校吧。”
也许是被老师们的真情和行动感动，
外公终于开了口。

小鲁和校长回到学校。和永强经

常和小鲁谈心，希望他通过自己的努
力改变家庭。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
下，小鲁再也没有逃过学。小鲁进了
学校足球队，在踢球中找到了自信。
老师把小鲁带到自己家做客，周末带
小鲁下馆子，鼓励小鲁积极参加班级
活动，小鲁还和学生代表一起参加了
县里的少代会。

“小鲁不逃学了，脸上笑容多了，有
困难会主动找老师帮忙，是班级食堂卫
生的负责人，是学校足球队成员⋯⋯”
班主任一口气说出小鲁的变化。

（下转第三版）

小 鲁 返 校 记
本报记者 张春铭 徐倩 项佳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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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在海拔 4500 米的高原
上，绿色早已褪去，只剩下大片大片的土
黄色印在湛蓝的天空下。此时，曲松乡教
学点粉色、绿色的屋顶和鹅黄色的外墙就
格外显眼，成为边境上一抹亮丽的生机。

因为太阳升起得晚，早上 8 点半，
祖国西陲的乡村才刚刚苏醒，才旦多吉
便开始叫学生起床，不一会儿，校园里
传来琅琅书声，空旷的高原生动起来。

曲松乡教学点位于西藏阿里地区
札达县，距中印边境只有 40 多公里，
到札达县城却有 200 多公里，十分偏
远。41 岁的才旦多吉是曲松乡教学点

的教师，2000年从日喀则师范学校毕
业后，一直在阿里做一名乡村教师。

在地广人稀的阿里，绝大多数乡村
学校都是寄宿制学校。曲松乡教学点
共有23名学生，其中小学一、二年级有
11 名学生，幼儿园有 12 名学生，他们
的父母就在广袤的雪山草地之间放牧。

才旦多吉主要教藏语文，由于教学
点一共只有3名教师，因此他还教过音
乐、体育、道德与法治等，什么课缺教师
他就教什么课。教学点附设幼儿园，他
带着幼儿园小朋友做完游戏后，转身又
去给一、二年级的学生上课。

教学上是全科教师，生活中才旦多
吉也是“一专多能”。23 名孩子中，小
的只有 4 岁，最大的也才 8 岁。除了上
课，他和另外两名教师还要负责孩子们
的饮食起居，从吃饭、上厕所到剪头发、
洗澡，都要用心照顾。

高原的中午，日光强烈，晒在人身上
却暖暖的。到了午饭时间，阳光棚的温
度正好，小朋友们排队洗手、盛饭，秩序
井然。对于今年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才旦多吉总要多照顾几分，叮嘱他们不
要把蔬菜偷偷扔掉，把饭菜吃干净。

才旦多吉每两周给学生洗一次
澡，每个月给他们理一次发。他自己
买了理发工具，研究怎样剪出孩子们
喜欢的发型，一开始理出的头发总是
不整齐，想给学生做个洋气的发型，
也总是做得奇形怪状。后来理发的次
数多了，水平就提升了。才旦多吉笑
称自己是“乡村版的托尼老师”。

午饭后是才旦多吉给孩子们理发
的时间。一把椅子，一个电推子，孩子
们嘻嘻哈哈地围着老师。6 岁的强巴
曲桑剪完了头发，看起来精神了许多，
他打水洗了脸，还给脸上抹了宝宝霜。

“刚送来的时候头发又长又乱，现在
都爱干净讲卫生了。”才旦多吉说，孩子
们上学以来最大的变化是行为习惯的改
变，从幼儿园到二年级，孩子们不仅会照
顾自己了，也懂得礼貌和谦让了。

周末的时候，得空的家长会来学
校看望孩子，虽然只有半个下午的时
间，但却是难得的亲子时光。

“阿旺会认很多字了，也懂礼貌
了，送到学校我放心很多，大人可以
安心去放牧。”央金拉姆的小女儿阿旺
曲达在学校读二年级，她的另外两个
孩子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曲松教
学点是曲松乡唯一的学校，才旦多吉
小时候也在这里上学。

曲松乡是才旦多吉出生长大的地
方，2015年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他
从措勤县江让乡完小调到这里，回到
了曾经上学的教学点。

才旦多吉是教育改变命运的亲历
者。小时候因为怕牲畜，父母将他送
去学校念书，哥哥姐姐在家放牧。才
旦多吉一路读上中专，分配工作，成
了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他深知教育
的重要性。 （下转第三版）

才旦多吉：雪域边疆校园守望者
本报“三区三州教育行”融媒体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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