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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农业大学学生在学校水稻实验田记录实验数据。 （学校供图）

深秋，东北早已呵气成霜，一场
跨越千里的线上教研教学正热火朝天
地进行。中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学科
带头人杨清通过虚拟教研室，与辽
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医学
院的妇产科学学科带头人共同探讨临
床案例，四地学生通过云课堂观摩学
习。

这是辽宁省深化制度创新，推进
高校开放办学的一个成果。为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深入推
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近年来，该省教育厅以实施教育
部“教育厅长突破项目”为牵动，围
绕东北振兴全局，牵头东北三省一
区，合纵连横，优势互补，掀起一股
高等教育开放办学的高潮，1465 个
重点项目取得标志性成果，1183 个
产学合作项目获批教育部立项，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
支撑。

制度创新：结构再造布新局

“东北曾经是‘共和国长子’，为什
么这些年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开
放性不够，发展要素封闭，缺乏资源的
整合和流动性。”辽宁省委教育工委副
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冯守权
告诉记者，以教育为例，辽宁有普通
高校 114 所，教育家底殷实，但顶尖
大学、顶尖学科相对较少，且分散在

各高校之中，难以形成合力。
东北三省具有地缘优势、文化相

近，再加上内蒙古自治区，能不能把
他们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

这个提议得到黑龙江、吉林、内
蒙古两省一区教育厅的支持，由辽宁
省教育厅牵头，联合黑龙江、吉林、
内蒙古两省一区教育厅全面实施开放
办学。

从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到教师
互聘，再到协同创新、合作交流⋯⋯
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布局，建立起推动
普通高校开放办学工作机制，出台

《关于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办学
加强合作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 等政策文件，以制度创新为主
线，以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为重点，
构建三省一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
格局。

“制度上的创新为高等教育合纵
连横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辽宁省教育
厅副厅长张国林介绍，两年多来，东北
财经大学牵头成立的“东北三省大数
据教育联盟”、沈阳药科大学牵头组建
的“创新药物产学研战略联盟”⋯⋯
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际合作联
盟、跨学科专业联盟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优质特色教育资源的示范、辐射
和引领作用得到了充分激发。

“ 石 墨 和 金 刚 石 都 由 碳 元 素 构
成，但因为结构不同，二者的功能性

质有天壤之别。”冯守权认为，开放
办学实际上就是要在投入有限的情况
下，推动辽宁高校进行结构再造，切
实增强合力，让高等教育与振兴发展
的布局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为此，辽宁省确立了囊括校际、
省际、国际的开放办学路线图。今年
6 月，辽宁省打破校际省际壁垒，建
立三省一区开放办学省际联席会议制
度，打造开放共享管理平台，加强对
校际省际合作的统筹领导。

至此，围绕东北振兴全局，一张
辐射范围更大、联结更紧密的高等教
育资源网络正在加速形成。握指成
拳，区域优势教育资源不断聚合，整
体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正在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
撑，为振兴发展持续赋能。

联合培养：构建人才培
养新机制

辽宁推动开放办学的深意在于破
除制度的藩篱，瞄准创新型、复合
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

联合培养就是一条重要路径。
中国医科大学在创新学院设立本

博一体化培养的临床医学专业 （红医
班），目标是培养高层次、国际化的
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和未来的医师科学
家。“当前不少前沿医学问题涉及临

床医学、基础医学、理学等不同学科
背景知识，单凭一所大学很难完成全
部课程教学。”该校创新学院院长吴
安华说，“只有取长补短才能够形成
尖端医学人才培养合力。”

吴安华牵头东北大学和大连理工
共同开发“临床医学+脑科学”课
程，用“医工结合”的新医科理念，
创建了脑科学教学新模式。“学生完
成学习后，其在脑科学方面知识的广
度甚至可以超过部分授课教师。”

针对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的需
求，该校先后在临床医学、口腔医
学、药学等多领域与东北大学、沈阳
药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多家高校
以及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硕士 764 人
次、博士45人次。

“组建跨校课程组、建设虚拟教
研室、开展学生联合培养，学校和学
生都享受了更多的教学资源，收获了
更丰富的思想碰撞，有助于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拓宽发展方向，也有利于
高校拓宽办学思路，构建特色人才培
养模式。”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刘莹
说。 （下转第三版）

辽宁牵头，联合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全面实施开放办学——

为新时代东北振兴赋能提速
本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神州行”融媒体报道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指出，要坚决破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进教育体制
改革创新，扩大教育开放，促进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升教育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2018 年 9 月 28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
会上指出，东北振兴面临着体制机
制、开放合作等四方面的突出短板，
就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提出明确要求。
2021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
华大学考察时强调，高等教育要“把
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坚持开放
合作”，持续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
要活力。

辽宁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深化高校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作为推动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增强服务振兴发展能力的
重要抓手。辽宁省教育厅按照省委、
省政府部署，针对高等教育优质资源
分散、体制机制不活、开放不够等问
题，以实施教育部“教育厅长突破项
目”为牵动，建立了高校省内、省际
和国际交流合作发展新机制。两年
来，全省高校通过实施1465个学生联
合培养、教师互聘、平台开放、协同
创新、国际合作等重点项目，互聘教
师 3454 人 、 开 发 精 品 课 程 2000 余

门、培养学生 23.5 万人（次），增幅分
别为 86.5%、120.8%、46.2%；获批教育
部“双万计划”一流专业760个、一流课
程 214 门，新增教育部产学合作项目
1183个，居全国前列；联合获批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 1526 项、转化科技成果
1241 项、转化金额 3.85 亿元，分别比项
目实施前增加 601 项、500 项、1.59 亿
元；建设校地校企研究院 254 个，联合
完成企业重大技改课题2256项；新增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22 个，居全国第
一；中外双导师研究生计划 314 人，
连续两年全国第一；教育部国际产学
研用合作会议、中国—乌克兰大学联
盟等重要平台落户辽宁，中外联合申

报国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245
项，开展国际合作项目 463 个、组建
教育国际合作平台49个，与国外高水
平大学、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学术交流
与科研合作持续加强。

“十四五”时期，辽宁高等教育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
转化为高校开放办学工作的机制、方
法和行动，加强新工科、新农科、新
医科、新文科建设，推进学科交叉、
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国际合作，推
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着力培养各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
才，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
人才智力和科技支撑。

（作者系辽宁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实施高校开放办学
冯守权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
王国栋（右三）一行在本钢集团进行科技
交流。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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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盾 通讯
员 黎鉴远） 近日，广东印发教
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在 2020 年的基础上新
增 30 万 个 公 办 幼 儿 园 学 位 、
370万个公办义务教育学位、30
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广
东将推动“5080”攻坚工程成果
进一步巩固提升，乡镇中心幼儿
园、村级幼儿园覆盖率达 100%，
规范化幼儿园覆盖率达 95%以
上。每个镇街建有一所以上规范
化公办中心幼儿园；公办幼儿园
资源不足的区域，逐年新建、改扩
建一批公办幼儿园；支持社会力
量以多种形式举办普惠优质幼儿
园。到 2025 年，广东推动 30%
以上的县（市、区）通过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督导评估验收。

落实县级政府管理义务教育

的主体责任，按城镇化和常住人
口规模科学编制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布局规划，科学测算学位需
求，扩大学位增量，满足适龄学
生入学需求，全面消除义务教育
学校超省标准化学校标准班额。
广东将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
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每个乡
镇建有一所以上义务教育寄宿制
学校，补齐两类学校短板，到
2025 年，力争实现全省乡镇义
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全覆盖。

广东以学校特色课程体系建
设为核心，分批次遴选培育 100
所以上省级普通高中特色学校。
这些学校在人文、数理、科技、
艺术、体育等领域育人成效显
著，将引领全省普通高中学校特
色发展、错位发展、分类发展，
推动形成普通高中学校优质特色
多样化发展的新格局。

广东印发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
到2025年乡镇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方梦宇） 日
前，《安徽省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实施方案》 正式公布，从
省级政府层面对减轻作业负担，
加强课后服务保障、规范校外培
训行为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要求。

方案提出，安徽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把“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民
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
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重点任
务，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完善措施，
确保“双减”工作落地落实。

在减轻作业负担方面，安徽
提出，要在严控作业总量基础上
优化作业设计，小学一、二年级
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三至六年
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
成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个别学

生经努力仍完不成书面作业的，
也应按时就寝。杜绝重复性、惩
罚性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
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
置作业。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
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
作业。

同时，与教师利益密切相关
的课后服务保障也在方案中得以
明确。方案提出，各地要根据学
生规模和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
准，统筹核定编制，配足配齐教
师，优先保障教育发展需要。设
区的市教育部门要会同相关部
门，结合当地实际，综合考虑物
价水平等因素，制定课后服务参
与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办法和
补助标准。学校对参与课后服务
的教师可统筹安排实行“弹性上
下班制”。

安徽出台“双减”工作实施方案
在严控作业总量基础上优化作业设计

近几年，名校毕业生选择去中小学任教，
已经不是新鲜事。但地处西北部的一个城市，
近日发布年薪 60 万元招聘清华、北大毕业生
当中小学教师的启事，还是再次引发了热议。
当地是不是陷入了教师招聘的“唯学历论”？
对清华、北大毕业生如此优待，是不是有失公
允？一些网友的质疑声此起彼伏。

我们不能否认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求贤若
渴的态度。拿出高薪待遇吸引优秀人才，诚意
值得鼓励。况且，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优秀
人才从教。但具体到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教师
人才的选择究竟该怎样拿捏尺度和标准，这是
值得深思的问题。

优秀人才的聚集一定与城市活力、发展潜
力相得益彰。此前，有的地区吸引大批名校高
学历人才去中小学任教，不只是因为教育对人
才需求量大，还有城市本身的魅力。要知道，
一城一校能否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一定不只
是待遇，还有诸多主客观因素。比如，求职者
个人职业发展诉求与学校教育理念能否同向而
行，所在城市文明发展程度高低、软硬件配套
设施是否完善等。

在我国众多城市中，发布招聘启事的这一
城市以高人均 GDP 著称。这给了当地以高薪
吸引人才的优势，也给了相关负责招聘的工作
人员说出“我们财政可以负担得起”的底气。
从中看出，当地有财政支出优先保障教育的发
展思路，这很可贵。

但我们仍要善意提醒，虽然高薪有利于招
来更多的人才，但千万别陷入“唯学历论”

“唯名校论”的怪圈。这种做法短时间内能提
高学校热度和人气，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得不
偿失，甚至破坏教育生态。因为，只凭高薪吸
引人才，有可能造成招聘双方互相看好的“错
觉”，反而容易错选。况且，如果只把丰厚待
遇给了个别名校毕业生，可能会挫伤其他优秀
人才从教的积极性，甚至造成教师群体的学历“内卷”。

在招聘教师中，学校要持谨慎态度。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
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
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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