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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小店区建校园

联网视频监控系统

本报讯 （记者 高耀彬 ） 太原

市小店区日前启动联网视频监控系

统， 将陆续在全区

87

所中小学建立

“平安校园”校际安全联动机制，通过

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可联网看到小店

区内任何一所学校的监控录像。 据

悉， 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共投资

306

万

元， 对各个学校的大门、 操场、 食

堂、 楼梯进行 “四到位” 监控。

第

21

届书博会

将在哈尔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郭萍 ） 第

21

届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在哈尔滨举

行。 本届书博会将有来自全国

31

个

省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

36

个代表团

近

10

万人参加， 展位近

400

个， 展示

展览总面积达

6.3

万平方米， 将展出

各类出版物

30

余万种， 其中新书和

重点图书占

60%

以上。

外语教学专门用途

英语专业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徐启建） 近日，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专门用途英语

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 委员会由国

内从事专门用途英语教学、 研究和

实践的教师、 学者和社会人士自愿

组成。 其宗旨是联络和团结国内专

门用途英语领域的教师、 学者和社

会人士， 开展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

理论的研究， 推动国内外相关学术

交流， 促进学界与业界的合作。

“我没做啥 ， 真的没做啥 ！”

董国义一边用手来回摸着自己斑

白的短发， 一边不知所措地小声

嘟囔着， 在记者面前就像犯了错

误的小学生。

49

岁的董国义是甘肃省会宁

县柴门乡王庙小学四年级的数学

老师，同时兼任科学课老师和学校

的图书、仪器管理员。 王庙小学现

有教师

18

人，学生

167

名。山区从教

29

年，董国义数不清自己究竟教过

多少学生，究竟有多少学生考上了

大学，走出了大山……

1982

年，

20

岁的高中毕业生

董国义在家乡会宁黄土高原大山

深处的芦井小学当上了代课教师 。

随后， 他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专

文凭， 并通过招录考试于

1999

年成

为正式教师。

2001

年， 董国义加入

中国共产党。

2007

年， 芦井小学撤

并， 董国义来到王庙小学继续教书。

乍一看， 董国义和当地农民没

有什么区别， 见到外人就一个劲憨

憨地笑，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可

一到教室， 在学生面前他就像换了

一个人———神采飞扬 ， 声音洪亮 。

山村教师一天的工作平凡而忙碌 ，

早读、 早操、 上课、 批改作业， 傍

晚放学后还要照看寄宿的孩子们。

董国义的家在柴门乡寺南村 ，

距学校有

10

多公里 。 山路不好走 ，

他每星期最多只能回家两次。 学校

里一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房子既是他

的宿舍， 也是办公室和厨房。 这里

没有自来水 ， 吃水要从水窖里打 ，

一锅白水煮面片滴几滴胡麻油就是

他的 “工作餐” ……

会宁县为我国西北教育名县 ，

已向全国各地高校输送大学生

6

万余

人。 年近半百的董国义到会宁县外

的次数屈指可数， 可他教过的学生

遍布各地， 这让他倍感欣慰。 董国

义说： “只要孩子们有出息， 我的

工作就算值了！”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

文

由于不通汉语，语言成为布朗族、拉祜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孩子学习上的“拦路虎”

云南民族地区幼儿渴盼“双语”老师

■

本报记者 杨云慧

“在一些布朗族聚居的村寨，孩子们

回家后习惯使用的还是民族语言， 学到

的汉语由于没有好的语言环境， 学习效

果难以提高， 许多孩子小学毕业写篇短

文都很困难。 ”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教育

局的同志告诉记者。

记者日前在云南采访时了解到，在

该省不通汉语的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

展学前教育的任务十分迫切。 因为这直

接关系到九年义务教育的巩固和质量

的提高，关系到教育的均衡发展。

云南迄今还有

600

万人口的地区不

通汉语，普洱市镇沅县苦聪山的苦聪人

就是一个典型的群体。 苦聪人是拉祜族

的一个支系， 由于社会发育程度低，经

济文化依然十分落后， 长期不通汉语。

苦聪山的孩子要进入小学后才能开始

学习汉语，学习的方式是汉语、民族语

共同进行的“双语”教学。 但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已经错过了语言学习的最佳时

机，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苦聪人的孩子小学期间在苦聪

人聚居的学校读书， 还比较不出太

大差距。 但初中到乡中学读书， 就

要与汉族或是通汉语的少数民族地

区的孩子在一起学习， 语言成了这

些地区民族孩子学习上最大的 “拦

路虎”。 各学科知识基础的差距一下

就拉得很大， 不少孩子产生了怕学、

厌学的情绪， 当地的辍学率也随之

增高。 苦聪山一名小学校长感叹说：

“我们苦聪山的孩子， 没有办法和其

他民族的孩子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据记者了解， 这样的情况在云

南不通汉语的民族地区比较普遍 ，

许多少数民族孩子小学毕业也过不

了汉语关。 语言没有解决， 学科知

识又如何掌握， 教育教学质量又如

何能提高呢？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在采访中，

当地许多教师建议， 大力发展不通

汉语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 在

最佳的语言学习年龄解决少数民族

孩子的汉语问题。

但在这些不通汉语的少数民族地

区， 由于经济相对落后， 学前教育发

展步履艰难。 一是投入不足， 公办幼

儿园较少。 即使办起了幼儿园， 贫困

又使不少当地百姓无法送子女入园 。

二是缺乏既懂汉语、 又懂民族语的学

前教育师资。

以位于滇西的保山市腾冲县滇滩

镇傈僳族聚居地为例， 当地学前教育

“双语” 师资十分缺乏， 不少民办幼儿

园在管理、 保育等方面还有很大不足。

该镇的学前班、 幼儿园， 每月每名幼

儿的学费是

100

至

120

元 ， 生活费是

90

至

150

元， 这对于当地少数民族家庭来

说， 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该镇中心校

校长郭映蛟说， 在傈僳族聚居村寨开

办的学前班、 幼儿园， 因为老百姓生

活普遍贫困， 学费收不上来， 教师工

资都难以保证。

当地教师和群众热切希望 ， 在不

通汉语的少数民族地区， 各级政府应

进一步加大投入， 多开办一些公立性

质的幼儿园， 不断扩大学前三年教育

的覆盖人群 ， 并逐步实施免费教育 。

同时， 可以利用校点撤并后闲置的校

舍， 开办幼儿园和学前班。 在师资招

聘上适当降低 “门槛”， 多招聘一些懂

民族语言和汉语的 “双语” 幼儿教师，

参加培训后持证上岗。 通过采取倾斜

政策和加大扶持力度， 让这些不通汉

语的民族地区孩子， 经过

3

年的学前教

育， 基本解决语言问题， 让这些孩子

也能享受到教育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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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补助低保家庭幼儿

每生每年

1000

元保教费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福建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近日发出

通知， 从今年春季学期起， 在全省实施城乡低保家庭入园幼儿保

教费补助政策， 每生每年补助

1000

元，

福建规定， 保教费补助对象为在全省幼儿园入园的农村及城

市低保家庭幼儿， 每生每年补助

1000

元， 按学期发放。 保教费补

助资金原则上按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确定的补助比

例， 由省、 市、 县 （区） 政府共同承担， 省直幼儿园保教费补助

资金由省级财政承担。

福建提出， 保教费补助资金由幼儿园负责申报， 从

2011

年秋

季起， 各幼儿园必须通过 “福建省学前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申报

录入符合补助条件幼儿数， 经财政、 教育等部门审核后按学期测

算下达城乡低保家庭入园幼儿保教费补助资金。

江

苏

师德纳入评聘标准

设立师德举报投诉电话和师德信箱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缪志聪） 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省

教育厅近日联合下发通知， 明确提出， 在

2

至

3

年内解决当前江

苏省各级各类学校师德建设突出问题 ， 同时 ， 坚决实行师德

“一票否决制”， 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 聘任聘用和评价的

首要内容。

江苏省提出， 师德建设工作要纳入教育事业总体规划予以贯

彻落实。 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师德建设贯穿于学校管理工作的全过

程， 摆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 该省将师德表现纳入教师考核、

聘任聘用和评价体系， 在县级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 区域教育

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估、 师资队伍建设先进单位、 和谐校园等各类

评估评比和表彰中， 对存在严重师德问题的地区和学校实行 “一

票否决”。

此外， 江苏还将设立师德举报投诉电话和师德信箱， 逐步建

立师德的社会监督机制。

云南将立法促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

本报讯 （记者 杨云慧 ） 作为中

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云南省将出

台 《少数民族教育条例 （草案）》， 促

进少数民族教育提升。 根据 《条例》，

云南将在经费和制度保障上， 大力发

展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 在民族地

区实施学前一年的免费教育。

据了解， 《条例》 内容包括 ： 在

民族地区实施学前一年的免费教育 ；

寄宿制民族中、 小学的生均拨款在普

通学校经费的基础上上浮

30％

； 绩效工

资分配重点向边远、 高寒、 贫困等条

件艰苦地区工作的教师特别是双语教

师倾斜； 建立省州 （市） 县 （区） 分

担机制， 单独为农村教师核定绩效工

资； 拓宽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的就

业渠道， 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 （聘）

用本地区兼通民汉双语的毕业生等。

据悉，

２０１０

年底云南省通过“两基”

国检， 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９９．４２％

；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

达到

２７５.3

万人，占总数的

３２．５５％

。

荨5

月

16

日， 放学后董国义护送低

年级学生回家。

茛5

月

16

日， 董国义在给学生上课。

江

西

清查中职办学资质

未达标学校将被限制招生和撤并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实习生 曾金） 记者近日从江西省

教育厅获悉， 江西省将于今年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对全省中等职业

学校办学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查， 对未达标的学校将限制其招生

和在校生规模。

此次清查将重点检查学校办学资质， 学校是否经上级主管部

门正式批准成立， 是否具备基本办学条件； 学校设立校外分支机

构及教学点的报批程序和手续、 校外办学的监管工作及保障措

施； 学校实施远程教育教学的监管工作及保障措施等。

根据规定， 抽查工作中凡是发现在办学条件、 学校管理等方

面与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差距较大的中等职业学校， 将责令限

期整改， 整改后仍达不到标准的， 要逐步限制招生和在校生规

模， 直至调整、 撤并学校。

山村教师董国义

“只要孩子们有出息”

“下放”论文命题权 学生在企业学习实践1年以上

上海交大请企业参与卓越计划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日前，

40

多位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来到上

海交通大学， 了解该校实施 “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的情况。 其

中， 上海电气集团、 上海通用汽车

等

5

家企业被上海交大授予 “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 （基地）”， 还有

20

多家

企业也向学校表示了参与 “卓越计

划” 的意向。 这正是上海交大吸引

企业融入学校工程人才培养全过程

的结果。

记者了解到， 上海交大的 “卓越

计划 ” 主要从大二学生中开始实施 ，

学校把有志从事工程领域工作、成绩优

异的

200

名学生遴选出来，编为“特班”

进行专门培养。 对于

2007

级学生，全校

共有

200

多个直升专业硕士名额， 学校

将其收管起来， 优先让

170

名 “卓越计

划”学生通过此渠道直升研究生。 同时，

交大把学生毕业论文的命题权也交给

企业。 教务处副处长郑益慧说，以往学

生跟着本校老师做课题，成果产出归学

校，实施“卓越计划”之后，学校相当于

把这部分产出让渡给了企业。

在实施 “卓越计划” 过程中 ， 上

海交大对校内的课程体系、 课堂教学

方法等进行了大幅调整， 为学生成长

制定 “路线图”。 从大三到硕士研究生

毕业， 工程认识、 工程培训、 工程设

计 （研发） 等阶段环环相扣， 学生在

本科阶段要有累计不少于

1

年的时间在

企业中学习实践， 硕士阶段有

1

年以上

的时间在企业培养， 并在学校与企业

双导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

与此 同时 ， 企业也为 上海 交 大

“卓越计划” 学生提供了优越的培养条

件。 上海通用汽车人力资源部高级经

理叶茂介绍说， 公司 “预招聘” 了交

大

8

名大四学生， 到公司最核心的整车

制造工程部学习。 企业派

8

名资深导师

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 。 “公司给

‘卓越计划’ 学生提供的培养条件， 甚

至超过每年新进的七八百名员工。” 叶

茂说。

上海交大副校长黄震表示 ， “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理念新就新

在企业的作用地位变了， “以往企业

只是用人单位， 现在则是共同育人单

位， 成为培养学生的另一个主体。 学

校拿出诚意， 企业有了积极性， 这就

不愁培养不出优秀的工程人才。”

连锁企业与高职

院校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 由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主办的 “连锁企业与

高职院校深入合作座谈会” 日前举

办，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校、 广东岭

南职业技术学校、 浙江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分别与如家酒店、 麦当劳等

企业签订 “校企合作意向书”。 根据

意向书 ， 校企双方将在人才培养 、

课程改革、 学习基地建设等方面展

开深度合作。

■

新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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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千秋基 ， 启万里航 。

2012

年

5

月

20

日 ，

南京大学将迎来建校

110

周年校庆。 我们在与

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历届校友共庆母校华诞

的同时， 谨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 指导和支持

南京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各级领导、 海内外各界

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沧桑砥砺， 铸就辉煌。 南京大学

110

年的

办学历程， 几乎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

一个缩影。 回溯

110

年的历史进程， 它起步于

1902

年的三江师范学堂， 历经两江师范学堂、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东南大学、 第四中山

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南京大学、 南京大

学等发展阶段；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

与始创于

1888

年的金陵大学汇流合一， 蔚为大

观。 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壮大， 尤其

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的开拓奋进， 今天的南

京大学已成为中国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府。

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

110

年以来， 作为在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直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学，

南京大学及其前身始终将推动民族振兴、 国家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

任， 秉持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 追求真

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博采众长融汇百家的开

放精神， 通过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等

各项工作， 在培养国家栋梁之才与各行各业中坚

力量、 发展国家科技事业、 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推动中外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合作与交流、 促

进中国社会全面健康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 新百年以来， 南京

大学力求百尺竿头、 更上层楼， 以提高质量为核

心，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

为保障， 着力提升内涵， 适度扩大规模， 形成了

仙林、 鼓楼、 浦口三校区功能互补的发展空间布

局， 以及文理工医协调发展的新的学科架构， 整

体办学实力提升的势头强劲， 正向着建成世界一

流大学的目标奋进。

任重道远 ， 教泽绵长 。 我们将以 “展示成

就、 振奋精神、 推进发展” 为目标， 以 “使命、

跨越、 博爱” 为主题 ， 本着 “适度 、 务实 、 特

色、 活力” 的原则， 展示校风校貌， 弘扬南大精

神， 努力把

110

周年校庆办成一次有内涵、 有影

响、 有记忆的校庆。 我们将以

110

周年校庆为契

机， 凝心聚力 、 开拓创新 ， 进一步提高办学质

量、 提升办学水平， 以更加坚定的信念、 更加坚

实的步伐， 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 为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推动创新型国

家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众志成城， 群策多方。 南京大学的每一点成

绩都离不开国家 、 各级政府及海内外各界的关

心、 指导和支持。 我们衷心希望海内外各界和广

大校友对我们的校庆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我们热忱期待海内外各界贤达 、 各时期校友于

2012

年

5

月

20

日南京大学建校

110

周年纪念日前后

相聚南大、 共襄盛举！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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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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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有过成功申报省级重点学科经

验的刘元， 为这两件大事， 又忙开了。 尤其是 “应用化学” 省

级重点建设学科的申报， 他从研究方向的确定、 材料的组织到

多媒体汇报材料的修改审定等全过程都参加了。 而

2007

年教学

评估的最后关头， 刘元又领着同事们对自评报告进行整改， 整

个国庆长假都没有休息。

这些年里， 凡学生、 同事的申报材料， 只要找到他， 他无

一不悉心指导， 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 他的博士生胡云楚，

第一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时， 正值刘元车祸刚出院，

因为上不了五楼的家， 刘元只能住在车库里。 “那间小屋我不

知去了多少次。” 胡云楚说， 没有刘老师， 当年本科毕业调到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的他， 不可能有今天———拿到两个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成为省级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和学校应用化学学

科带头人。

精神不倒———

工作量甚至超过健康的年轻人

“经常忘记他是个残疾人。” 这是我们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一

句话， 恢复工作

5

年来， 刘元像正常人一样按时上下班， 带学

生、 搞科研、 抓行政， 出差、 调研、 讲学、 开会， “好像从来

没受过伤一样”。

2009

年年初， 学校领导班子重新分工， 刘元开始分管科研

和学科建设， 工作量大、 难度也大。 但刘元硬是在短短两年里，

在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形成了突破。 来自科研处的统

计数字是： 纵向课题经费

2009

年比上年增长

2.4

倍，

2010

年又比

上年增长了

40%

； 在学科建设方面， 省里对全省

32

门重点建设

学科进行验收， 湖南工程学院的

3

门是 “

2

优

1

良”。

要取得这样的成绩， 对于普通人而言， 都要付出相当大的

努力， 更何况高位截瘫的刘元。 由于高位截瘫， 刘元上肢超负

荷推轮椅， 双手起了厚厚的老茧， 下肢却逐渐萎缩， 并且身体

抵抗力急剧下降， 频繁感冒， 频繁口腔溃疡。

由于家在长沙， 工作却在湘潭， 刘元只得住在学校， 受伤

前， 他一人住一个 “奢侈的” 大套间， 受伤后， 因行动不便，

只能住在一楼的一间由办公室改建的单身宿舍。

4

月的一天， 记者采访时看到， 整个房间不到

15

平方米， 一

床一桌。 当时正值雨季， 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霉味。 午

餐时间， 书桌兼餐桌的旧办公桌上垫着报纸， 只放了一碗青椒

香干炒肉， 一盘芽白， 清汤寡水的， 霉味、 饭菜味、 药味， 加

上对面卫生间里传来的异味……一个副厅级干部， 一个海归的

博士后， 日子怎么过成这样？ 记者心里酸酸的。

其实， 这点困难， 对刘元来说， 还真不算什么。 最难的是

他身体的伤痛， 下肢没有知觉， 坐不稳， 上班和读书， 他都只

能坐在轮椅上， 几个小时下来， 腰酸背痛； 大小便不能自理，

每天他要垫着纸尿布； 大便对他来说更是个难事， 至今他天天

吃 “肠清”， 每一次大便， 他都满头大汗； 因为无法运动， 他比

别人更怕冷， 在阴冷的小房间里， 他经常无法入睡。

“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优秀共产党员。” 不少人这样夸他 ，

更有老师由衷地感叹 ： “从他的身上 ， 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强

大。”

刘元自己把这一切看得很淡： “我已经很知足了 ， 至少 ，

我还活着， 还能工作。” 两天的采访， 他始终笑容灿烂。 他说，

现在自己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 把学到的知识和拥有的经验

一股脑儿全部教给学生， 回报社会。

轮椅上续写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