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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生踏青沐浴春光

秦岭腹地的陕西省洛南县木场小学只有
3

个年级，

１８

名学
生； 最小的学生

５

岁， 最大的也不到
７

岁。

５３

岁的张立宏是这所
学校从创建至今唯一的一名老师， 已在此执教

３３

年。

学校与村子隔着一条十来米宽的河， 为了学生的安全， 张
老师每天要亲自把学生送到河的对岸， 雨大桥毁时， 张老师要
把学生一一背过河， 交到家长手上。 在节假日张老师顾不上帮
家里干农活， 经常进行家访。 由于很多学生都住在大山深处，

为了去探访一名学生， 他甚至要走上七八里的山路。 工作再繁
忙， 张老师也都会按时将批改过的作业交到学生手中。 他不仅
把作业的错误标出来， 还把怎样修改都写在本子上， 让学生们
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 在张老师的辛勤耕耘下， 村小逐渐走出
了高中生乃至大学生。

长期的辛劳使张老师先后患上了高血压、 心脏病等多种疾
病， 但张老师对自己所付出的一切无怨无悔。

郑立柯昌万张学军摄

村小教师张立宏
守望秦岭三十年

▲

晚饭后， 张老师到
邻近学校的苏慧琳家进行
家访，指导她完成作业。

荨

课后，学生张辉、杨
萌来请教问题， 张老师用
自制的三角板辅导他们。

荩

晚上， 张老师在批
改学生作业。

高校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公布
本报讯（记者 黄蔚） 近日，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
２００８

中国高校
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 这是教育
部科技发展中心继

２００６

年公布十大优
秀案例并出版 《中国高校与大型企业
合作经典案例集》后，时隔两年对我国
高校产学研合作工作的又一次总结。

目前，高校产学研合作逐年得到
加强。 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具体形式
有：“省部合作”、 高校与地方开展的
“校地合作”、高校与企业开展的“校
企合作” 以及设立联合研发中心、共
建创新基地等。 据统计，高校通过校

企合作、校地合作完成的技术转移已
占四成以上，直接面向企业一线需求
的委托研发、联合研发已占合作方式
的六成左右，有效提升了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率及效能。

据介绍， 在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组织对高校产学研工作的摸底调查
中，各高校共上报合作线索

１０００

余个，

经过专家审核，从中挑选出了
１５０

所高
校推荐的

１９０

余篇优秀案例，这些案例
涉及高校与地方及企业在科技成果转
化、联合研究开发、技术转移、 创新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系统地展现了

近年来我国高校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 其中， 经专家评议， 一
致推荐的十大优秀案例是：

１．

清华大学 “超低剂量
Ｘ

线人体
安检系统” 国际技术转移案例；

２．

北京科技大学产学研 “大合
作” 模式推动学校全面发展；

３．

天津大学与上海石化合作实
现双赢；

４．

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高清联
合研发数字电视；

５．

华东理工大学与中国石化联
合研发乙烯

ＡＰＣ

技术；

６．

河北农业大学联合多家单位开
展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研究；

７．

宁波大学与金田集团组建跨学
科团队解决关键问题；

８．

中国科大讯飞智能语音技术产
业化案例；

９．

中南大学与中国铝业公司共同
推进中国铝工业技术升级；

１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立以大
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

据悉，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今
后将每隔两年开展一次推荐高校产
学研合作优秀案例的活动。

小小年纪忙上“班” 双休日变成“双学日”

过早“长本事”伤害小孩童
在一些大城市， 刚上幼儿园的

孩子就开始忙着参加各种号称 “激
发学习潜能、 增加竞争优势” 的培
训， 双休日都变成了 “双学日”。 而
为了迎合家长需求， 打着 “培养孩
子” 旗号的早期教育市场也越来越
庞大。 在这繁忙景象的背后， 各种
拔苗助长、 “伤仲永” 式的早教行
为正在给低龄孩子带来伤害。

早教班忙着揽生源
小孩童提前学本领
4

月的一个周末， 在北京一所幼
儿园门口， 一名正送孩子上学的薛
姓妈妈告诉记者：“虽然孩子刚

4

岁，

但受同事们的影响，我脑子里的弦已
经绷上了，开始考虑孩子幼升小和以
后的问题。 ”她一个同事的孩子正上
幼儿园大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分别
安排了数学思维训练、绘画、围棋、跆
拳道、识字课，周末白天学钢琴和英
语，一共报了

7

个班。

许多家长都希望年幼的子女能
多识字、 会更多的加减法， 还要学
珠心算、 围棋、 舞蹈等特长； 上海
还出现了从美国引进的幼儿

EMBA

课程 （“

E

” 代表早期 “

Early

”）， 根
据
MBA

理念设置， 从小培养孩子的
知识运用能力、 领导能力……以前，

说的都是高考的孩子累， 今天， 越
来越多的幼儿园、 小学低年级孩子
也忙个不停。

一名从事教育工作的妈妈忧心
地说： “我明知道很多做法违背了
教育规律 ， 可还要去做 。 没办法 ，

要是孩子长大后在社会上没有竞争
力， 我这个母亲负不起责任啊。” 有
“忧患意识” 的家长还有很多， 北京
市海淀区一名王姓家长说， 孩子只
有现在 “苦” 点、 多长本事， 以后
才能进好学校、 找到好工作。 获取
幸福人生的压力就这样过早地传递
到低龄孩子身上。

而一些早教、 家教培训机构正
趁此机会， 把钱赚得不亦乐乎。 他
们瞄准孩子， 四处推广声称国际先
进的早教教法、 早教试验等， 而且

价格不菲。 “天价早教班” 在许多
城市并不鲜见， 目前深圳的早教机
构每节课的价格从

80

元到
260

元不
等， 家长如果想享受优惠， 常需要
一次性购买

1

万多元的课程。

不过在高收费的背后，常有一些
早教班华而不实、名不副实。 杭州一
名李女士花费

8000

多元报的所谓科
学早教班， 却只是让孩子玩玩具、做
些亲子游戏，这让李女士大失所望。

童年本是玩时光
过早“开发”难承受
低龄孩子早辛苦的现象引发了

很多忧虑。 一些专家表示，幼儿的发
育还没有成型，不仅智力上无法消化
过多的知识内容，体力上也不能承受
过多的形体、体育训练，提前“开发”

带给孩子的伤害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记者采访到了这样两个孩子 ：

二年级的豆豆现在在学校上课时很
不专心，因为他觉得“这些在课外班
早就学过了，听不进去”。可在课外班
时， 豆豆觉得自己是花钱来上课的，

那里的老师没权管自己， 也不认真

听。 而小浩从幼儿园起就被父母推
着去练乒乓球， 现在一看见乒乓球
就厌烦， 还总想跟父母对着干， 一
放假只愿意在家看电视、 上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
云晓认为： “虽然成年人的目的是
为了让孩子多学东西， 有机会上重
点小学 ， 但孩子不能理解和承受 ，

可能还没上学就开始厌学了， 觉得
自己不能胜任， 有挫折感。 把小学
的课程搬到幼儿阶段， 对幼儿的测
试标准小学化， 都不利于这个阶段
孩子的身心发展。”

教学内容前移也会导致幼小衔
接问题。 北京一名庄姓小学老师认
为：“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的教育理
念、方法不相同，重复而混乱的学习
会破坏孩子正常的认知过程，让孩子
形成不良学习习惯，影响孩子一生。 ”

更让一些专家担心的是，这甚至会影
响整个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

童年本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却因过早地 “开发” 变得沉重。 北
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程晗指出， 对考
试有关内容的 “教育过度”， 以及对

考试无关内容的 “教育不及” 现象，

正在向我们发出橙色预警。 这会抹
杀孩子原有的天真、 烂漫和想象力，

使得许多孩子 “不会玩”， “没人一
块儿玩”，或者“没什么可玩的”；还可
能出现焦虑、抑郁和自闭心理，给孩
子的成长造成隐性杀伤力，对他们以
后融入班集体和社会都非常不利。同
时， 过早辛苦学习引起的近视率高、

体能不达标、 生活自理能力差等问
题， 也会损害孩子的健康。

拔苗助长不可取
科学育儿是正道

“大自然才是孩子最好的课堂。

父母们不如激发孩子的内心需要 ，

给他们在大自然中独立学习和获得
经验的机会。”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儿
童心理研究室主任杜亚松认为。

北京海嘉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自
20

多个国家， 校长高薇亲身感受了
国内外家长之间的明显不同： 国外
学生家长认为双休日应当是孩子的
休息娱乐日， 而运动和自由自在地
玩耍对孩子非常重要， 他们会花时

间陪孩子做游戏、 锻炼身体或短途
旅游。 “其实， 如果能给孩子广泛
的机会， 让他变得会学习、 会生活、

会玩 ， 孩子的兴趣和经历丰富了 ，

思维、 表达能力自然会提高。”

“要根本解决问题， 就得追根溯
源。 而根源出在对孩子的评价标准
上。” 孙云晓说， “教育评价指标单
一， 学校过度追求升学率， 以及父
母对孩子过高的学历期望和不当的
教育方式， 都是造成低龄孩子过早
辛苦的重要原因。 为此， 父母和老
师一定要有捍卫童年的理念， 让孩
子的童年变得更丰富、 更美好。”

华东师大叶澜教授认为， 要把
孩子培养成人格健全、 具有学习能
力的人， 就要用适宜儿童的方式来
培养， 引导孩子开阔视野、 了解社
会， 并通过丰富多彩的成功体验培
养自信心。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
所长许卓娅说：“我们不能割裂社会
生态和人生轨迹来看这个问题。家长
为孩子的将来考虑本无可非议，但一
定要尊重孩子的兴趣， 遵循教育规
律，拔苗助长的做法并不可取。 ”

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盲目上
培训班是不行的；缺乏科学的家庭教
育观念， 不管孩子或者过度关注孩
子，都会给孩子的发展带来伤害。 山
西通宝育杰学校校长詹文龄说：“家
长在科学育儿上更要学习。 ”

■

本报记者高伟山

高校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公布
本报讯（记者 黄蔚） 近日，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
２００８

中国高校
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 这是教育
部科技发展中心继

２００６

年公布十大优
秀案例并出版 《中国高校与大型企业
合作经典案例集》后，时隔两年对我国
高校产学研合作工作的又一次总结。

目前，高校产学研合作逐年得到
加强。 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具体形式
有：“省部合作”、 高校与地方开展的
“校地合作”、高校与企业开展的“校
企合作” 以及设立联合研发中心、共
建创新基地等。 据统计，高校通过校

企合作、校地合作完成的技术转移已
占四成以上，直接面向企业一线需求
的委托研发、联合研发已占合作方式
的六成左右，有效提升了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率及效能。

据介绍， 在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组织对高校产学研工作的摸底调查
中，各高校共上报合作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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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优秀案例，这些案例
涉及高校与地方及企业在科技成果转
化、联合研究开发、技术转移、 创新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系统地展现了

近年来我国高校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 其中， 经专家评议， 一
致推荐的十大优秀案例是：

１．

清华大学 “超低剂量
Ｘ

线人体
安检系统” 国际技术转移案例；

２．

北京科技大学产学研 “大合
作” 模式推动学校全面发展；

３．

天津大学与上海石化合作实
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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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团队解决关键问题；

８．

中国科大讯飞智能语音技术产
业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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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与中国铝业公司共同
推进中国铝工业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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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立以大
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

据悉，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今
后将每隔两年开展一次推荐高校产
学研合作优秀案例的活动。

小小年纪忙上“班” 双休日变成“双学日”

过早“长本事”伤害小孩童
在一些大城市， 刚上幼儿园的

孩子就开始忙着参加各种号称 “激
发学习潜能、 增加竞争优势” 的培
训， 双休日都变成了 “双学日”。 而
为了迎合家长需求， 打着 “培养孩
子” 旗号的早期教育市场也越来越
庞大。 在这繁忙景象的背后， 各种
拔苗助长、 “伤仲永” 式的早教行
为正在给低龄孩子带来伤害。

早教班忙着揽生源
小孩童提前学本领
4

月的一个周末， 在北京一所幼
儿园门口， 一名正送孩子上学的薛
姓妈妈告诉记者：“虽然孩子刚

4

岁，

但受同事们的影响，我脑子里的弦已
经绷上了，开始考虑孩子幼升小和以
后的问题。 ”她一个同事的孩子正上
幼儿园大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分别
安排了数学思维训练、绘画、围棋、跆
拳道、识字课，周末白天学钢琴和英
语，一共报了

7

个班。

许多家长都希望年幼的子女能
多识字、 会更多的加减法， 还要学
珠心算、 围棋、 舞蹈等特长； 上海
还出现了从美国引进的幼儿

EMBA

课程 （“

E

” 代表早期 “

Early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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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设置， 从小培养孩子的
知识运用能力、 领导能力……以前，

说的都是高考的孩子累， 今天， 越
来越多的幼儿园、 小学低年级孩子
也忙个不停。

一名从事教育工作的妈妈忧心
地说： “我明知道很多做法违背了
教育规律 ， 可还要去做 。 没办法 ，

要是孩子长大后在社会上没有竞争
力， 我这个母亲负不起责任啊。” 有
“忧患意识” 的家长还有很多， 北京
市海淀区一名王姓家长说， 孩子只
有现在 “苦” 点、 多长本事， 以后
才能进好学校、 找到好工作。 获取
幸福人生的压力就这样过早地传递
到低龄孩子身上。

而一些早教、 家教培训机构正
趁此机会， 把钱赚得不亦乐乎。 他
们瞄准孩子， 四处推广声称国际先
进的早教教法、 早教试验等， 而且

价格不菲。 “天价早教班” 在许多
城市并不鲜见， 目前深圳的早教机
构每节课的价格从

80

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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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不
等， 家长如果想享受优惠， 常需要
一次性购买

1

万多元的课程。

不过在高收费的背后，常有一些
早教班华而不实、名不副实。 杭州一
名李女士花费

8000

多元报的所谓科
学早教班， 却只是让孩子玩玩具、做
些亲子游戏，这让李女士大失所望。

童年本是玩时光
过早“开发”难承受
低龄孩子早辛苦的现象引发了

很多忧虑。 一些专家表示，幼儿的发
育还没有成型，不仅智力上无法消化
过多的知识内容，体力上也不能承受
过多的形体、体育训练，提前“开发”

带给孩子的伤害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记者采访到了这样两个孩子 ：

二年级的豆豆现在在学校上课时很
不专心，因为他觉得“这些在课外班
早就学过了，听不进去”。可在课外班
时， 豆豆觉得自己是花钱来上课的，

那里的老师没权管自己， 也不认真

听。 而小浩从幼儿园起就被父母推
着去练乒乓球， 现在一看见乒乓球
就厌烦， 还总想跟父母对着干， 一
放假只愿意在家看电视、 上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
云晓认为： “虽然成年人的目的是
为了让孩子多学东西， 有机会上重
点小学 ， 但孩子不能理解和承受 ，

可能还没上学就开始厌学了， 觉得
自己不能胜任， 有挫折感。 把小学
的课程搬到幼儿阶段， 对幼儿的测
试标准小学化， 都不利于这个阶段
孩子的身心发展。”

教学内容前移也会导致幼小衔
接问题。 北京一名庄姓小学老师认
为：“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的教育理
念、方法不相同，重复而混乱的学习
会破坏孩子正常的认知过程，让孩子
形成不良学习习惯，影响孩子一生。 ”

更让一些专家担心的是，这甚至会影
响整个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

童年本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却因过早地 “开发” 变得沉重。 北
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程晗指出， 对考
试有关内容的 “教育过度”， 以及对

考试无关内容的 “教育不及” 现象，

正在向我们发出橙色预警。 这会抹
杀孩子原有的天真、 烂漫和想象力，

使得许多孩子 “不会玩”， “没人一
块儿玩”，或者“没什么可玩的”；还可
能出现焦虑、抑郁和自闭心理，给孩
子的成长造成隐性杀伤力，对他们以
后融入班集体和社会都非常不利。同
时， 过早辛苦学习引起的近视率高、

体能不达标、 生活自理能力差等问
题， 也会损害孩子的健康。

拔苗助长不可取
科学育儿是正道

“大自然才是孩子最好的课堂。

父母们不如激发孩子的内心需要 ，

给他们在大自然中独立学习和获得
经验的机会。”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儿
童心理研究室主任杜亚松认为。

北京海嘉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自
20

多个国家， 校长高薇亲身感受了
国内外家长之间的明显不同： 国外
学生家长认为双休日应当是孩子的
休息娱乐日， 而运动和自由自在地
玩耍对孩子非常重要， 他们会花时

间陪孩子做游戏、 锻炼身体或短途
旅游。 “其实， 如果能给孩子广泛
的机会， 让他变得会学习、 会生活、

会玩 ， 孩子的兴趣和经历丰富了 ，

思维、 表达能力自然会提高。”

“要根本解决问题， 就得追根溯
源。 而根源出在对孩子的评价标准
上。” 孙云晓说， “教育评价指标单
一， 学校过度追求升学率， 以及父
母对孩子过高的学历期望和不当的
教育方式， 都是造成低龄孩子过早
辛苦的重要原因。 为此， 父母和老
师一定要有捍卫童年的理念， 让孩
子的童年变得更丰富、 更美好。”

华东师大叶澜教授认为， 要把
孩子培养成人格健全、 具有学习能
力的人， 就要用适宜儿童的方式来
培养， 引导孩子开阔视野、 了解社
会， 并通过丰富多彩的成功体验培
养自信心。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
所长许卓娅说：“我们不能割裂社会
生态和人生轨迹来看这个问题。家长
为孩子的将来考虑本无可非议，但一
定要尊重孩子的兴趣， 遵循教育规
律，拔苗助长的做法并不可取。 ”

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盲目上
培训班是不行的；缺乏科学的家庭教
育观念， 不管孩子或者过度关注孩
子，都会给孩子的发展带来伤害。 山
西通宝育杰学校校长詹文龄说：“家
长在科学育儿上更要学习。 ”

■

本报记者高伟山

【热点透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设
KAB

课程

将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模式
本报讯近日， 全国政协委

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
倪邦文在两会上提交的 《关于加
快实施 “促进大学生创业教育工
程” 的提案》 引起强烈反响。 倪
邦文说， 提案的提出并非一蹴而
就 ， 而是在中青院进行了

3

年多
创业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经
过深思熟虑后写成的。

2006

年上半年， 中青院作为
试点牵头院校， 在全国高校中率
先 开 设 了

KAB

课 程 （

Know

About Bussiness

）。

3

年来 ， 创业
教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模式。 学
校副校长、

KAB

创业教育研究所
所长李家华说， 面对这一全新的
领域， 学校授课团队边教学边研
究， 在教材本土化、 师资队伍建
设、 创业教育研究等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

2006

年至今， 学院接受
KAB

培训的学生人数达到
420

人。

据了解，

KAB

课程的主要任务
是揭示创业的一般规律， 培养学生
的企业家精神， 包括创业精神、 冒
险精神、 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 使
其具备将来从事职业所需的知识 、

技能和特质。

KAB

课程采用
30

人以下的小班
教学， 传统的讲台式课堂被设计成
了

U

形， 教师和学生在同一平面围
绕案例充分讨论。 这样的参与式教
学方法有利于在有限的课堂里充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满足学生对知
识的参与性和自主性等要求 。 从
KAB

课程的绩效评估结果来看，

68％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创业意识 “有显
著提升” 或 “较大提升”。

（毛赟美）

青海民族学院
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

本报讯（记者 陈巍） 近日，

记者从青海省教育厅获悉， 教育
部根据有关规定， 以及全国高等
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五届三次会
议评议的结果， 经研究， 同意青
海民族学院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

就此， 教育部下发 《关于同
意青海民族学院更名为青海民族
大学的通知》， 规定更名后的青海
民族大学系多科性本科学校， 以
本科教育为主， 同时承担研究生
培养任务。 该校全日制在校生规
模暂定为

10000

人， 现有专业结构
的调整和新专业的增设， 按教育
部规定办理。

北京培训
500

名
什邡教师

本报北京
4

月
10

日讯（记者
赵正元余闯） 今天下午， 北京
市教委举行 “北京市对口支援什
邡市教育干部及骨干教师培训班
开班典礼”， 这标志着北京市对口
支援什邡市

500

名教育干部及骨干
教师培训项目开始实施。

根据安排， 此次培训将对
48

名中小学教学主任进行为期
3

个月
的培训，对

55

名小学语文骨干教师
进行为期

1

个月的培训。 培训将采
取专家讲座、下校实践、专题研讨
等方式进行，并与北京市“名校长
工作室”、“农村教师研修工作站”

等教师研修项目有机结合。

百所高校获赠
大学生择业平台

本报北京
4

月
10

日讯（记者
刘琴） 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
全国首批百所高校大学生个人自
主择业平台捐赠仪式今天在京举
行。 这套名为 “求职宝” 的大学
生自主择业创业平台由中华职业
教育社职业指导中心组织开发 ，

向大学生免费捐赠。

“求职宝” 平台每日可提供全
国数万个即时、 有效的岗位信息，

并为大学生提供求职档案管理系
统———

360

个人就业账户， 尤其针
对用人单位注重的学生信用及能
力问题， 通过分类、 图表等形式
让用人单位全方位了解学生的综
合情况， 提高就业成功率。

福建减免贫困学生
作业本费

本报讯（记者 龙超凡） 福
建省教育厅近日发出通知， 从今
年秋季学期起， 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最大限度地减免贫困中小学
生的作业本费用， 享受免费作业
本的标准及具体办法暂由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福建指出， 任何教育行政部
门或学校均不得直接指定作业本
生产经营企业， 各地应以设区市
或县 （市、 区） 为单位， 对中小
学生作业本组织统一招标采购 ，

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 中标企
业要按相关标准进行生产， 凡是
未按标准进行生产的作业本不得
进入校园销售。

北京交大办订单式
“

3+1

” 模式班
本报讯（记者 张玉文） 日

前， 服务于北京轨道交通的订单
式培养 “

3+1

” 模式班在北京交
通大学开班。 订单式培养 “

3+1

”

模式班由该校与北京市地铁运营
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据介绍， 模式班实施前
3

年宽
口径厚基础的通用性教育， 后

1

年
针对行业特点进行专门化的教育，

培养方案由学校和北京市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根据行业对人才的需
求共同制定， 重在强化学生的动
手实践能力， 增强学生对地铁行
业相关技术的全面了解， 学生毕
业后到企业直接上岗工作。

【每日传真】

情景剧感恩信社会调查
长沙理工大学活动中上好思政课
本报讯（记者 李伦娥） 大学

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怎么上？ 近年来，

长沙理工大学一反以往一贯沉闷的
理论教学， 采取小品表演、 情景剧、

主题班会、 辩论演讲赛、 红色旅游、

社会调查、 给父母写感恩信、 参观
监狱和戒毒所等丰富多彩的形式 ，

效果极好。

“从小学就开始上思想政治理论
课， 大家都腻了。 没想到大学的政
治理论课 ， 这么有意思 ！” 法学院

062

班学生何翔的话， 代表了许多学
生的心声。

以讲台为舞台，

4

名学生正在表
演 《梁祝新编》 ，表演一结束，

300

多
人的大教室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光
辉的八十年》、《颂十七大》、《和谐校
园》等节目一个个上演，表达青年大
学生对党的奋斗历程、 和谐社会、十
七大精神的理解，让人不得不佩服学
生的理解力和表演能力。

“第一次上马哲课， 我是坐到最

后一排， 上着上着， 感觉不一样了，

坐到最前排了， 还拿到了平时成绩
的最高分。” 桥梁专业大二学生管邦
洪说， 这些活动， 比单纯的理论学
习更令人震撼和受教育。

几乎所有学生都有小管类似的
感受， 学外语的曹丹说，刚开始上政
治理论课，她和同学们都认为老师会
“炒冷饭”， 没想到老师备课非常充
分，讲故事般地将一些枯燥的理论诠
释得通俗易懂， 令人难忘。

长沙理工大学从
2005

年起 ， 对
现有的四门必修政治政治理论课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的教
学进行改革， 大大加强实践教学的
内容， 每门课至少保证有

1/3

的实践
教学课时， 而且每门课设计少则三
五种多则一二十种的实践教学形式
供学生选择。

例如， 讲授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的陈万求教授， 设计了
“

17+5+3

” 的模式， 即在
17

节实践教
学课时中， 至少设计

5

个活动形式，

学生从中选择
3

个， 而
3

次中至少有
一次是集体活动。

“这一系列过程， 加深了学生对
理论的诠释和理解。” 主持这项改革
的校党委副书记李民说， 当代大学
生思维活跃， 信息量大， 沿袭以往
的政治课教学法， 很难有效果。 长
沙理工大学出台硬性政策， 明确规
定了思政课各门课程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的学时与学分， “最终目的
是让同学们真学、 真懂、 真信、 真
用。” 李民说： “这是我们思想政治
理论课要达到的理想效果。”

4

月
9

日， 江苏省淮安市特殊教育学校百余名聋哑学生， 在老师们
的精心呵护下来到郊外， 走进盛开的油菜花丛中， 感受春天的气息，

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美好春光。 叶首卫摄

大
学
生
志
愿
服
务
西
部
计
划
启
动

服
务
期
由
一
至
两
年
调
整
为
一
至
三
年

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记者 李亚杰） 共青团
中央

10

日消息：

2009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面
启动。 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将通过公开招募、 自愿报
名、 组织选拔、 集中派遣的方式， 计划派遣万名左右
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工
作。

据了解， 报名时间为
4

月
15

日至
5

月
10

日。 志愿者
服务期由

1

至
2

年调整为
1

至
3

年，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从
2009

年开始， 对今年起参加西部计划并在西部地区
县以下农村基层单位履行

3

年服务期限的应届毕业生，

实施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 鼓励各地按照全国
项目的运行模式和工作要求进一步扩大地方项目的实
施规模。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主
任卢雍政表示， 各级团组织和西部计划项目办要深刻
领会和贯彻落实好党中央、 国务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 全力以赴、 全身心投入， 做好
2009

年西部计划各项工作。

据了解，

2009

年西部计划将实施
11

个专项行动。

新启动基层青年工作专项行动， 向
2206

个西部地区县
级团组织各选派

1

名志愿者， 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开展
基层团建和基层工作、 青年就业创业和青年志愿者等
工作。 该专项行动主要在本省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选拔，

也可适当在本省生源 （在其他地区就读但户籍是本省
的应届毕业生） 中选拔， 还将从已经服务

1

年以上并申
请延长服务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中择优选拔。 将

2008

年开始实施的西部计划抗震救灾专项行动更名为灾后
重建专项行动， 招募志愿者到地震灾区开展灾后重建
工作。 继续实施支教、 支医、 支农、 全国农村党员干
部现代远程教育、 西部基层检察院、 西部基层法律援
助、 西部基层人民法院、 开发性金融、 西部农村平安
建设等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