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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山东大学泰山学堂物理学方向毕
业生陈雪琪已经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报到，攻
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对原子分子光学和凝聚
态实验有着浓厚兴趣的她，立志为祖国的基
础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感谢泰山学堂的培养，让我能够以广阔
的学术视野、多次海外交流经历和扎实的物
理学基础，获得斯坦福大学的青睐。”陈雪琪
说。

本科不牢，地动山摇。“本科教育在高等
教育中具有战略地位，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的重要基础。”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说，“我
们必须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本，本科教育
是根’的基本理念，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
力，扎实办好一流本科教育。”

近年来，山东大学以本为本，构建了
“拔尖教育、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三位
一体的本科教育体系，走出了一条山大特色
的本科教育之路。

拔尖教育铸就成长之路
陈雪琪用“全方位、立体化、长链条”

来总结泰山学堂的培养模式。
“全方位指的是生活、学习、思想，学堂

老师全方位的关注；立体化，指的是数学、
物理、计算机等5个学科交叉融合，学科结构
立体复合；长链条指的是不同年级之间交流
互助。”陈雪琪说，这些使她感受到了学堂的
传承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本科人才培养，是高校综合实力最集中
的表现，而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是高校服务科
教兴国、人才强国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2009 年，在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
培养试验计划”的支持下，山东大学成立现
代书院制荣誉学院泰山学堂，由中国科学院
院士、数学家彭实戈担任院长，采用国际一
流的教材，延请来自英、美、法、德等世界
各地的海外名师。

“这些年来，泰山学堂探索形成了一流生
源、一流师资、一流条件、一流氛围、一流管
理的‘五个一流’办学理念，构建了导师制、
游学制、住宿学院制和学生管理流动化、培养
方案的个性化、培养方式的国际化、学习方式
的研究化等‘三制七化’培养模式，育人成果

显著。”彭实戈说。
统计显示，泰山学堂成立以来累计培养9届602名毕业生，毕业生赴国内外

名校求学深造率为93%。
将泰山学堂的理念和模式应用于人文学科、医学学科、工学学科的拔尖人才

培养当中，山东大学先后开设尼山学堂、齐鲁医学堂、崇新学堂，同时各类基地
班、实验班、国家卓越计划等齐头并进，形成独具特色的拔尖和卓越人才培养体
系。

本科生院院长崔立真介绍，尼山学堂坚持“继绝学、铸新知”，打通文史哲
学科，采用“游学+学术论文报告会”教学，6届141名学生撰写高水平论文516
篇，成为国学拔尖人才培养摇篮；齐鲁医学堂致力于培养世界一流临床医学家，
本博贯通培养，实行 PBL 教学，超半数毕业生一年内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
目资助；崇新学堂以“领跑者”理念建立产业领军人才培养实验区，按照 OBE
和CDIO工程教育模式，培养了一批未来工程科学家。

高水平本科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近年来，山东大学实施学科高峰计
划，强化“优特新”重点学科建设，按照学科“瘦身、长高、变强”的目标，撤
销和停招老化、碎片化专业近 40 个，新增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工程、
密码科学与技术等 13 个新专业。截至 2020 年，山东大学已有 5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18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13个学科进入国际主流学
科排名前100，为高水平本科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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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2001 年，李龙梅调入重庆市盲
人学校 （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的前
身）。巴掌大的学校，陈旧灰暗的教
学楼，简陋落后的教学设备，狭窄潮
湿的学生宿舍，视障儿童身上散发的
异味、呆滞的面容，视障教学的简单
重复枯燥，让这个有着十几年丰富经
验的教坛老手始料未及。

她一度陷入迷茫封闭的状态，最
严重的时候，甚至不愿和同事与学生
交流。

也就是在这时，一名穿着破烂、
流着鼻涕的视障生在校门口专门等
她，泣诉了自己从小因残疾被父母遗
弃，在福利院长大的经历。“听说您
很漂亮，我可以摸一摸您的脸吗?”

这个稚嫩的抚摸，彻底唤醒了李
龙梅内心深处的师者力量。爱、责
任、奉献，此后 20 年，李龙梅倾尽
所有，让每一个学生挺起胸膛，赢得
与人生的对抗。

这 20 年，2021 年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校长、教
师李龙梅和孩子们彼此成全。

追逐心中的教育公平梦

原来的重庆市盲人学校的条件出
了名地差。

厕所永远都是臭的，教室窗户永
远都是坏的。条件差到李龙梅一度养
成了绝对不在学校上厕所的“习惯”。

“如果学校一直是这样的条件，
哪个老师愿意来教？哪个家长愿意送
孩子来学？”痛定思痛，李龙梅开始
了对盲校的改造。

她先把目光对准了困扰学校师生
多年的厕所脏乱臭问题。她买来刷
子、水管、清洁剂，坚持每天利用午
休时间带头清理下水道、刷洗厕所，

一举解决了学校厕所脏臭的“老大
难”问题。

这只是小试牛刀。
为了给视障儿童创造更好的学习

环境，李龙梅多次向市区教委、残
联、福利基金会、红十字会和企业争
取支持。在她的奔波下，破旧的桌椅
换成了防摔碰的崭新课桌，盲文图书
馆、多媒体教室和电子阅览室陆续建
起。新添置的盲文点字制作设备一举

解放了教师，大家再也不用熬夜加
班，刀刻手印盲文试卷了。

2008 年—2011 年，学校作为重
庆市十大公益项目易地迁建南山风景
区，并更名为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
建成后的学校占地 50 亩，建筑面积 3
万多平方米，3期工程先后投入1.5亿
元，各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成为孩
子们快乐成长的花园学校。

“普通学校是什么样，特殊教育学

校就该是什么样。”李龙梅的执着，是
因为她的心中一直藏着教育公平梦。

在李龙梅的努力下，早在 2002
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就在重庆
盲校设立了远程教育基地，对学校高
中教育进行远程辅导。远程教育基地
的设立，极大增强了学校的教学实
力，当年，首届 4 名盲学生全部考入
长春大学。

为了解决高考学科教学师资力量
不足的问题，李龙梅多次带着老师们
到区内普通高中学校拜师学艺，请来
市、区学科教研员进行手把手专门指
导。迄今，学校已有 320 多名学生考
入大学。

“让他们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是
我毕生追求的目标。”李龙梅说。

绽放生命、拥抱美好

李龙梅深知，盲校不是为了给孩
子们一个栖身之地，而是要让他们通
过学习，克服身体缺陷带来的生理和
心理缺陷，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

在普通教育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
李龙梅，敏锐地意识到特殊教育领域
普遍存在课程设置落后、人才培养单
一化的突出问题。如何让残疾学生更
自信、更阳光、更全面，成为她苦思
冥想的大课题。

一天，她带着全校 200 多名视障
儿童去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欣赏了一
场交响音乐会，孩子们在台下听呆
了，在回程的大巴车上，激烈讨论起
来——

“我听到了最喜欢的萨克斯的声
音，好听得想哭⋯⋯”“如果我会吹
奏乐器的话，我想吹给奶奶听，她一
定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

（下转第十版）

为了每一个“折翼的天使”
——记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校长、教师李龙梅

本报记者 高毅哲

■走近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1 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教育局 11 日向全港中小学
和幼儿园发出通告，就将国旗和国徽
纳入中小学教育，以及学校升挂国
旗和区旗及举行升国旗仪式事宜提
供最新指引。从明年 1 月 1 日开始，
学校必须于每个上课日以及香港回归
纪念日、国庆日等重要日子升挂国
旗。

教育局发言人表示，根据 《国旗
及国徽 （修订） 条例》，教育局局长
须就将国旗及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发
出指示，以教育学生国旗及国徽的历

史及精神，国旗升挂和使用的规范及
升国旗仪式当守的礼仪，以及就有关
每日升挂国旗及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
的事宜，向学校发出指示。

发言人表示，为促进国民教育及
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以
及加强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全港中小学

（包括特殊学校） 必须于每个上课
日，以及元旦日 （1 月 1 日）、香港特
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7 月 1 日） 和
国庆日 （10 月 1 日） 升挂国旗。学校
如有足够旗杆，在升挂国旗时应同时

升挂区旗。此外，学校必须每周举行
一次升国旗仪式，以及于这些日子或
其前后的上课日举行升国旗仪式，升
国旗仪式中须奏唱国歌。

发言人表示，国旗、国徽及国歌
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所有公民必须
予以尊重。培养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
同，是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学习宗旨之
一，也是学校教育应有之责。除了上
述日子，教育局也强烈建议学校在毕
业礼和运动会等重要的日子和特别场
合举行升国旗仪式。

发言人说，至于幼儿园，学校应

考虑其校舍空间、设施、环境等因
素，在条件许可下照中小学的规定升
挂国旗及区旗，以及举行升国旗仪
式，让学生从小开始认识国旗和国
歌。

此外，《国旗及国徽 （修订） 条
例》 订明大专院校须参照教育局局长
向中小学发出的指示，处理有关每日
升挂国旗及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事
宜。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通过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徽法》 修正草案，今年 1 月 1 日
实施。香港特区已根据香港基本法第
十八条完成在本地实施上述两部经修
正全国性法律的宪制责任。《国旗及
国徽 （修订） 条例》 于今年10月8日
正式刊宪生效。

香港中小学明年起须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李龙梅和盲孩子在一起李龙梅和盲孩子在一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 倪秀） 日前，成
都市教育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和
市人社局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中小学
课后服务提高课后服务水平的通知》，
明确提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
全面实施“托管+拓展”课后服务模
式，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
求，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有需
求的学生全覆盖。

在保证课后服务时间方面，《通
知》 明确各中小学校要结合办学特
色，充分考虑本校学生学习和成长需
求，“一校一案”制订课后服务具体实

施方案。明确中小学课后服务实行
“5+2”模式，即学校每周 5 天都要开
展课后服务，每天开展 2 小时以上。
同时，结合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等，
在课后服务时间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
提升拓展活动。在课后服务内容方
面，《通知》 要求以“基本托管+提升
拓展”的方式进行，即学校每天要安
排一个学时左右的基本托管服务，强
化作业管理。同时，结合教师激励机
制，《通知》 明确中小学校针对课后服
务情况，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
下班”和调休制。

成都实施“托管+拓展”课后服务模式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盾 通 讯 员
杨瑾 张紫欣） 近日，中山大学深圳
附属学校教师林辉发现，学生午休好
以后，下午上课的精神更足了，课堂
效率更高了。从上个学期开始，该校
设置了创新型午休床，午休时，学生
们先把课桌椅挪动到教室中心，再把
隐藏在储物柜里的床拉出来，教室秒
变午休室。

学生午休方式改变的背后，是深
圳市坚持不懈地探索优质课后服务。
2018年，深圳市出台文件，提出新建和
改扩建学校必须配备午餐午休设施，要
多途径改善校内午休条件，为有需求的

学生提供午休服务。截至今年1月，深
圳共有 96%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
校区）提供校内午餐午休服务。

深圳鼓励中小学校根据实际情
况，通过教室配备空调和使用可调
节、可折叠的具有午休功能的课桌
椅，推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多功
能教室午休期间向学生开放，根据条
件配备午休相关设施等方式，改善学
生午休条件。学校实施分年级午休管
理机制，条件优越场所优先提供给低
年级学生，特别优先保障小学一年级
学生的午休条件，确保学生顺利实现
幼小衔接。

深圳多途径改善学生校内午休条件

安置点里的学习生活

近日，因受洪水影响，山西省稷山县荆平
村的 100 多个孩子被全部安置在吴璧小学安
置点。安置点为孩子们准备了床上用品和生
活用品，提供早中晚三餐，确保孩子们在新环
境中安心学习。

大图:10月11日，荆平村的孩子在听课。
小图:10月11日，荆平村的孩子在吃午饭。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