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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闲置资源， 建筑学院和
工业学院招的学生多，所以就协商分
别在新科学校设立了分院，安置了一
部分学生过来。 ”马天民说，“这些学
生日常生活由新科学校管理，教学方
面， 建筑学院和工业学院派老师过
来，部分课程由新科学校老师授课。 ”

马天民坦言，本部在兰州的建筑
学院派了一个院长和一些老师过来，

工业学院因为本部在天水市， 相距
３００

多公里， 所以主要由新科学校招
聘的教师授课。

至于同广播电视大学的合作，马
天民介绍，主要是让新科学校自招的学
生参加成人高考， 以期获得大专文凭，

新科学校是中专，发不了大专文凭。

据了解，今年秋季开学，建筑学
院、 工业学院分别招录了

３００

多名和
１００

多名学生，安置在“新科分院”，而
新科学校自招了

２３０

多名学生， 同广
播电视大学联合培养。至于联合办学
的利益分配问题，马天民只字不提。

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贵富说，

作为一所民办中专，新科学校许可的
招生范围只能是中专生。 从政策上
讲，广播电视大学在新科学校设点办
学是允许的，而建筑学院、工业学院
自己办学能力不足，把学生招录后放
到层次低的学校去， 这是不允许的，

也是严禁的。他们没有把这些情况报

给教育厅。

违规办学行为必须制止
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纠正下，建筑

学院、工业学院将安置在“新科分院”

的学生撤回各自本部就读，但这一起
违规办学事件所暴露的问题却值得
深思。

“不能将学生当作商品来对待，

更要注重教育的公益性。 ”西北师范
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熊华军认为，真
正意义上的联合办学，应是集多所学
校的优势资源， 对学生进行联合培
养，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如果

将招录的学生简单地交给其他学校，

尤其是不具备相应办学条件的学校
进行培养， 致使教学质量得不到保
证，这无异于“转包学生”。

至于为何要同新科学校联合办
学， 建筑学院院长田树涛不愿接受
采访， 只是表示： “这不是件光彩
的事！”

记者最近在建筑学院了解到，这
一“不光彩的事”的背后，还有隐情。

由于校舍不够用，建筑学院已在校园
里搭建了几处活动板房作为学生宿
舍，“新科分院” 的学生撤回以后，部
分学生被安排在这些活动板房里。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金
东海认为，只要学生被正规录取并给
学校交了费，就形成了受法律保护的
契约关系， 学校就得按照招生承诺，

提供相应的教学质量、生活条件及相
应的设施设备。 把学生招来后，又送
到不具备教学和管理条件的其他场
所去培养，等于违背了承诺。

针对建筑学院、工业学院、新科
学校

３

所院校违规办学的行为， 甘肃
省教育厅最近在全省教育系统进行
了通报批评， 指出

３

所院校违反了教
育部关于禁止低层次学校举办高层
次教育、 禁止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校
外教学班 （点） 的有关规定， 既影响
了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 又对教
育发展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每日传真】

与教科文组织合作
伙伴关系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高靓） 由中
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主办的 “与教科文组织合作伙伴
关系研讨会” 日前在北京举行。

研讨会回顾了我国积极利用
教科文组织这一国际多边合作舞
台， 促进教科文领域发展的历程。

随着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对教
科文组织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北师大首届
经世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储召生） 北
师大首届经世论坛日前举行 。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指
出 ， 当前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 ，

国民心态和素养亟须摆正和提
升。

据悉， 该论坛是由该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学生自己举办的学
术论坛 ， 旨在为专家名师 、 青
年学者和学生搭建学术交流平
台。

曾宪梓向武大捐赠
500

万元港币
本报讯（记者 程墨通讯

员 张全友） 香港中华总商会永
远荣誉会长、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先生日前向
武汉大学捐赠

500

万元港币， 用于
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据悉， 该款项将用于武大图
书馆的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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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教育集团是集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职专 、

大专于一体的大型民办教育集团 。 现有在校学生一万六
千多人 ，是中国品牌民办教育集团 。 因事业发展需要 ，特
向全国招聘骨干教 师 。

一、招聘岗位
幼儿园：幼儿教师若干人
小学部：语文、数学、英语、音乐、计算机教师若干人
初中部：各学科教师若干人
职专部：语文、政治、会计电算化、计算机教师若干人
各学部：体育教师若干人

二、招聘条件
应聘教师者必须是全日制师范类毕业，有一定教学实践经

验，师德高尚，身体健康，业务能力较强。 幼儿教师需具备幼儿
教育专科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

35

岁；小学教师需具备专科以
上学历，年龄不超过

45

岁（女的不超过
40

岁）；初中教师需具
备本科学历，年龄不超过

50

岁（女的不超过
45

岁）；职专教师
需具备本科学历，年龄不超过

55

岁（女的不超过
50

岁）；体育
教师需具备专科以上学历。

三、工资待遇
幼儿教师 月薪

2500

元—

3000

元
小学教师 月薪

3000

元—

4000

元
初中教师 月薪

3500

元—

5000

元
职专教师 月薪

3500

元—

5000

元
体育教师 月薪

3000

元—

4000

元
四、招聘方式

有意者将简历、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教师资格证、获奖
证书复印件寄福建西山学校相关学部、江西西山国际学校人事
处，并注明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初审合格后通知面试，面试时
需带以上证件（原件）来我校面试。

面试时间：

2010

年
1

月
23

日—

2

月
5

日，

2

月
20

日—

2

月
27

日；

逾期不予受理。

福建西山学校：福建省福清市镜洋镇
邮编：

350304�������������������������

幼儿园：

0591-85321171���������

小学部：

0591-85314663�����������

初中部：

0591-85323319����

职专部：

0591-85321357�����������

传真：

0591-85316224

江西西山国际学校：江西省进贤县邮编：

331724

电话：

0791-5607746��������������

传真：

0791-5607555���

全国语文“名师育名师” 工程已成功举办三期， 在国内产生
了广泛影响， 深受一线教师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好评， 被誉为新课
改背景下， 语文名师成长的“黄埔军校”。 刘国正、 于漪、 孔庆
东、 魏书生、 程翔、 窦桂梅、 支玉恒、 郑国民、 余映潮等名师亲
自授课或担任导师。

经研究决定于
2010

年
1

月面向全国组建第四期。

一、 培养模式
双导师制（每人配置两位导师）：

★

教学导师
★

学术导师
师徒帮带式：

★

传授课堂教学艺术
★

推出教学研究成果
二、 培养周期： 二年， 寒暑假集中授课四次 （每次一周）。

三、 第四期招生名额： 拟选拔
38

名学员。

四、 条件： 具有中教、 小教高级职称；

5

年以上教龄，

48

周岁以
下； 县、 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

五、 报名截止日期：

2010

年
1

月
12

日

全国语文“名师育名师”工程
站在名师的肩膀上，你会成长得更快！

电话：

010-88555901

联系人：许海慧网址：

http://www.ddyw.cn

(

教育局合作电话：

010-88554921)

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全国语文“名师育名师”工程办公室

新闻圆桌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姜乃强
访谈嘉宾：

解廷民 中国政法大学学
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主任

冯志军 搜狐网教育频道
主编

姜爽天津财经大学劳
动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应届毕业生如何走出就业歧视阴影

【本期话题】

天津
40

余师生宣传反就业歧视
据媒体报道，日前，南开大学、天

津师范大学的
40

余名师生冒着寒风
在天津天塔广场，以多种形式向市民
进行了反就业歧视宣传。 北京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等
14

所高校的师生，也
在各地开展了反就业歧视活动。大学
生在择业过程中是否遭遇就业歧视？

如何看待就业歧视？大学生如何规避
歧视，找到合适的工作？ 记者近日邀
请学生、教师、教育界相关人士就此
话题进行了探讨。

大学生求职常遭遇
就业歧视

主持人：近日，北京、天津等地高
校师生相继开展了反就业歧视活动，

高校毕业生是否真的遭遇了就业歧
视？

姜爽： 大学生就业最常遇到的
歧视是性别歧视， 女同学在面试时
通常会被直接问是否有男朋友， 是
否近年内结婚， 女同学一旦作了肯
定的回答， 就有可能与应聘岗位失
之交臂。 其次是户籍歧视， 甚至有
些地方政府要求用人单位优先录用

本地人， 从而限制了优秀人才向非
户籍地流动。

解廷民： 公平就业， 反对就业
歧视， 保障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利，

是我国劳动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

但由于种种原因， 大学生在求职中
遭遇就业歧视的现象时有发生。 除
了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外， 还有身
高和相貌歧视， 比如有的单位对求
职者提出身高限制， 有的对求职者
相貌提出苛刻要求。 所有这些都像
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关卡摆在大学生
求职者面前。 而来自多方面的信息
表明， 大学生在民营企业遭遇的就
业歧视尤为突出。

市场竞争加剧了就
业歧视

主持人： 为什么大学毕业生在
求职过程中会遭遇就业歧视？

解廷民： 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

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就业
歧视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 为保障
公民就业权利、 促进就业公平， 国
家近年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

规， 但有关调整就业市场秩序的法
律法规仍显薄弱， 反就业歧视立法
更多的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社会
保障、 法律监督在司法实践中缺乏
具体措施， 可操作性不强。 加上极
少数用人单位社会责任意识缺失 ，

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用人模式 ，

使得就业歧视现象难以杜绝 。 当
然， 少数地区地方保护主义在某种
程度上也助长了就业歧视现象的滋
生。

冯志军： 出现就业歧视的一个
重要原因， 是我国很多企业还处在
成长阶段， 特别是大批的中小型民
营企业， 整个就业市场供需极不平
衡， 在一些城市或某些行业表现出
严重的人才供需矛盾， 整个就业市
场还是一个买方市场。

姜爽： 关于就业歧视的产生 ，

除了供大于求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不
健全外， 还有一点就是用人单位为
了追求经济利益， 减少成本， 不愿
意为外地求职者申办户口， 不愿意
招收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 ，

不愿意招收女生。

消除就业歧视需多
方努力

主持人： 如何规避和消除大学
毕业生就业歧视现象？

姜爽：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希望
有关部门尽快健全相关法律，提高企
业就业歧视的违法成本，明确有关行
为的法律责任。劳动执法部门也应加
大执法力度，主动监督检查用人单位
是否存在歧视劳动者的行为。

冯志军： 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

应充分认识到自身情况， 充分了解
将要选择的行业及企业的用人特点
和工作需求， 在择业时做到有的放
矢 。 另外 ， 就是要有积极的心态 ，

主动调整自己， 储备职业技能。 大
学生还应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
活动和见习工作， 相信大多数企业
都不会对具有良好习惯和出色工作
能力的求职者视而不见。

解廷民： 对大学生就业求职中遭
遇的一些现象也应客观、 理性分析，

不能将招聘单位合理的用人标准、 招
聘条件笼统地视为就业歧视。 彻底消
除就业歧视现象， 需要有关部门在加
大执法力度、 倡导企业社会责任、 改
善大学生就业环境等方面制定行之有
效的措施， 为大学生创造一个平等、

和谐的就业环境。 同时， 政府应加大
力度、 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提
供更加充分的就业岗位、 就业机会，

健全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吴之如绘

大学生找工作遭遇性别、户籍、身高、相貌等歧视，已非个别现象———

村里来了
“机器人”

日前， 山东聊城大学理工学
院的大学生带着自制的智能机器
人“水娃”， 来到聊城市东昌府区
许营乡周刘村， 让孩子们和“机
器人” 零距离接触， 感受科技的
魅力。

张振祥许勇摄

“代理家长”似亲人
日前， 安徽省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蔡瑶老师与藏族学生一起洗

衣服。 合肥三十五中西藏班实行“代理家长” 制度， 老师把学生当
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 呵护与培养， 老师与学生一起料理生活琐
事， 既增进师生感情， 又能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状况。

本报记者 张学军摄

洛阳理工2000万重奖品学兼优大学生
本报讯（记者 陈强通讯员

国顺） 日前， 洛阳理工学院举行了
2009

学年奖、 助学金授奖仪式， 全
校

9583

名学生分别获得各级各类奖
学金共计

1844.73

万元。

今年以来 ， 学院为
5680

名学生
发放春季伙食补贴

113.6

万元， 为
200

名学生发放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和寒

暑假勤工助学劳动补助
30

万元， 为
23

名特别困难的学生减免学费等费
用
11.86

万元， 为各类困难学生发放
困难救助款

8.97

万元， 为
3016

名学生
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1508

万元。

据了解， 该院共有
1

万多名大学
生获得不同层次的奖学金、助学金和
生活补助共计

2009.154

万元。

（上接第一版）

而赵强在反思和交流中发现，学
生们最为困惑的， 还是如何进行自我
规划。 为此， 他发起创立了 “科创中
心”，帮助学生通过申请课题、参与科
研；他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学习自助指
南》，帮助学生摆正心态，学会学习。

专业化的培养为辅导员的发展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仅

2007

年上海市
德育决策咨询课题的申报工作中，就
收到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提
交的课题申请

308

份，其中，辅导员个
人申请的课题占了

48.2％

。

在做好面上培养培训的基础上，

上海辅导员培训工作开始向骨干研

修深化、拓展。 从
2008

年起，受上海市
教委委托，复旦大学作为教育部辅导
员培训与研修基地开始举办每年一
度的骨干辅导员高级研修班。 为期

3

个月的研修中，学员们不仅要接受近
30

名来自哲学、历史、政治等领域的
专家学者带来的“头脑风暴”，还要带
着问题、任务深入到上海其他市级辅
导员培训基地进行挂职锻炼、奔赴全
国各地教育部辅导员培训基地交流
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研修专业
论文。此外，上海还在西藏、新疆等地
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培训研修
基地， 每年组织骨干辅导员实训考
察，拓展视野、提升能力。

今年年底，上海市又启动了人才
培养计划———“阳光计划”，选拔具有
实际经验和研究能力的优秀辅导员，

通过持续性的课题支持、经费资助和
成果展示，培养一批骨干辅导员逐步
成长为思政专家。

多样化发展融入社
会人才体系

“心理咨询师的学习培训大大启
迪和推动了我的辅导员工作。 ”

2007

年通过上海学校心理咨询师培训，华
东政法大学辅导员侯玉芹获得了中
级职业咨询师证书，成为了学校心理
咨询的“小行家”。

“我们要为辅导员的多样化发展
提供制度保障和广阔空间，而这必须
走出学生工作系统的‘小循环’和教
育系统的‘内循环’，融入社会人才发
展的‘大循环’。 ”在上海市教卫党委
书记李宣海看来，辅导员专业化发展
必须主动纳入社会人才队伍的整体
规划，提升社会的职业认同。

与侯玉芹一样， 目前上海已有
500

多人接受由教育行政部门与人事
部门联手举办的学校心理咨询师培
训。作为全国率先推出的由人事部门
认定的学校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制
度，上海要求学校心理咨询人员不仅
要具备心理咨询的专业知识，而且要

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
律和大学生的基本特点。 同时，上海
还为学校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发展进
行制度安排，明确规定取得上海学校
心理咨询师中、 高级认证证书的，经
认定可直接聘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讲师、副教授职务，实现了学校
心理咨询师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技术职务的无缝对接。

同时，上海还推出了职业咨询师
项目，目前，全市高校已有

1000

多人
接受职业咨询师培训，

600

多人获得
中级职业咨询师证书。 一批热爱学生
工作的辅导员开始成长为职业型、专
家型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

时评
栏目主持人： 王亮
欢迎荐稿

: wangl@edumail.com.cn

家长不该替孩子打扫教室
■

梁杰
报载，近日

,

宁波沙坪坝小学
出台一项新规定———禁止学生家
长进教室帮助学生打扫卫生。据该
校校长介绍，学校的操场、活动室
等公共区域都是请清洁工人清扫，

只将各班教室留给学生轮流值日
打扫，但总有一些家长担心会伤着
孩子

,

帮着做清洁，因此不得已出
台了这项硬性规定。

学生打扫教室合情合理。那些
替孩子劳动的爸爸妈妈，难道当年
做学生时没有打扫过教室？现在的
孩子平时在家里都是“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很少做家务，有的连家
里的扫帚放哪都不知道。如果在学
校的劳动也不参加， 以后踏入社
会， 孩子们如何适应社会的竞争？

这样的溺爱只会毁了孩子，让他们
失去立身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

其实，学校之所以要求由学生
来打扫卫生，并不是为了省下请人
打扫的钱，而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劳
动观念，让他们从小就懂得“劳动
最光荣”。 孩子进入学校是从一个

自然人走向一个社会人的过程，除
了学习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
养一些良好的习惯。

经常听到有些孩子干点家务活
就跟家长讲报酬， 有些家长为了让
孩子从小养成劳动的习惯， 将家务
活标出价格：洗一次碗

5

角、叠一次
被子

1

元……孩子一做完，家长立即
付钱，以此作为奖励。有些家长还为
此很得意，认为培养了孩子“用劳动
换取所得”的生存能力，殊不知这样
做也可能会让孩子养成“事事讲价
钱，不见钱不办事”的功利习惯。

如今，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确
实比较大，但也不能因此不让学生
参加劳动，或是“只要劳动就谈报
酬”。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学
生扫地也是基本的学习过程，家长
应该鼓励孩子多参加学校的劳动，

让孩子学会与别人分工合作，学会
吃苦耐劳。让他们从劳动中得到锻
炼，体验快乐。

内蒙古招商出国服务公司
向优秀教师捐赠《中国教育报》

本报讯（记者 郝文婷）内蒙古
招商出国服务有限公司近日为内蒙
古
100

余名 “

2009

年度全国中小学优
秀教师、模范教师和偏远地区的自治
区级优秀教师”捐赠《中国教育报》，

让教师们更好地提高自身的专业素
养，让偏远地区的教师多了一个丰富
孩子知识的途径。

内蒙古招商出国服务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门办理出国移民、 商务考
察、 探亲访友、 会议展览、 培训学
习、 文化交流等一系列与出国相关的
全套服务的专业机构。 据悉， 近年
来， 该公司多次组织内蒙古中小学生
到国外参加冬令营、 夏令营活动； 同
时， 先后组织全区

20

多所高校负责人
到欧洲著名大学考察他们的课程设
置、 就业情况。

十大美院附中用画笔
“寻找共和国足迹”

本报讯
(

记者 杨咏梅
)

近日，

全国十大美术学院附中“寻找共和
国足迹”艺术写生优秀作品全国联
展，在中央美术学院揭幕。

十大美院附中分别是：中央美
院附中、中国美院附中、四川美院
附中、广州美院附中、西安美院附
中、鲁迅美院附中、天津美院附中、

湖北美院附中、 上海大学美院附
中、中国戏曲学院附中。

警惕“联合办学”走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