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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的费用上涨很快，而实验教学投入却没有明显增加，实验程序不规范———

杜绝高校实验室安全隐患路有多远

现象：

不可忽视的实验室

安全隐患

4

只未经检疫的山羊进入了东北

农大的实验室，

28

名师生因此患上

了布鲁氏杆菌传染病。 一时间， 高

校实验教学安全话题受到各方关注。

教育部门与高等学校对实验教学都

有着严格的规范与明确的要求， 此

事件何以发生？

一位有多年动物实验经验的某

高校专家分析说， 东北农业大学实

验教学事故的发生， 三大因素不可

忽视： 购买实验山羊时未要求养殖

场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实验前教师

未对山羊进行现场检疫， 实验中教

师未严格要求学生遵守操作规程进

行有效防护。

“这一事件暴露出学校管理方面

的诸多问题： 对教学动物实验活动

管理不严， 动物检疫等相关法律意

识淡薄， 学校实验室教学条件堪忧

等。” 这位专家分析说。

“类似东北农大的实验室染病事

件没有在我们这里发生 ， 真是万

幸。” 某高校动物学院教师李文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下午学生要做

动物实验， 上午才临时去购买动物，

检疫等环节常被忽略， 这样的做法

在一些院校还相当普遍。

采访中， 多所高校教师对于东

北农大师生染病事件深切关注。 在

他们眼中， 东北农大的事故并非偶

然。 在高校实验教学中， 众多容易

导致事故发生的危险因素并未受到

重视， 除学生在进行动物实验时感

染疾病外，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化

学灼伤、 烫伤以及中毒事件等也时

有发生。

原因：

投入不足重视不够

加上安全意识薄弱

近年来， 随着我国高校对外开

放力度的加大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入， 高校实验室使用

频繁， 人员集中且流动性大。 种类

繁多的化学药品 、 易燃易爆物品 、

剧毒物品和大量的仪器设备都存放

在实验室， 实验室管理出现了许多

新情况、 新问题， 其中尤以安全问

题最为突出。

“教师没戴手套就开始实验了，

学生洗手时没有消毒液， 一只羊经

历了

5

批学生的反复使用。” 面对东

北农大学生对实验事件的描述， 北

京某农业院校的王老师认为， 学校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实验经费投入

不足， 这样的现象已相当普遍。

据王老师介绍， 买一只兔子以

前要

10

多元， 现在要几十元。 买一

只白老鼠以前是

2

至

3

元， 现在要

10

多元 。 如今 ， 买一只羊要上千元 ，

买一头牛要上万元。 实验动物的费

用上涨很快， 而实验经费投入却没

有明显增加。

“过去师生实验多用橡胶手套，

现在为降低成本很多已改用塑料手

套了。” 某地方院校负责实验教学的

马老师告诉记者，在很多高校，不能

每节课都为本科生提供白大褂 、口

罩、手套等，只有研究生进行研究性

实验时，相应装备才能够得到保障。

专家表示， 许多实验室安全事

故发生的首要原因， 还是师生的安

全意识薄弱。 记者了解到， 许多高

校的实验中心都有规定， 进入实验

室要穿白大褂、 戴口罩和手套。 但

在实际操作中， 严格遵守规定的学

生并不多， 甚至也有教师不遵守规

定的。

记者在广东某校网站的实验人

员须知上看到， 实验人员不遵守动

物实验室管理的标准操作规程时 ，

管理人员应给予纠正和警告； 对严

重违反标准操作规程又不听从管理

的实验人员， 将限制或禁止其继续

使用动物实验室。 但据了解， 在实

际操作中， 被禁止进入实验室的并

不多。

措施：

杜绝安全隐患多管

齐下强化制度建设

采访中， 多所高校的相关负责

人称， 高校不具备检疫条件， 没有

相应的检疫设备， 实验教师懂解剖

但不懂检疫， 很是为难。

“专门的动物实验中心， 会定期

特别是在输出之前， 对动物的微生

物 、 寄生虫 、 病菌等项目进行检

测。” 南方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主

任顾为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

因为有严格的检验程序， 在实验中

心购买的动物不必进行二次检测。

但据记者了解， 由于需要数百

万元至上千万元的经费投入， 目前

很多高校并未建立自己的实验动物

中心， 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的实验动

物为实验安全留下了隐患 。 如今 ，

有许多院校与养殖场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 这些养殖场拥有国家颁发

的相关许可证， 并负责对实验动物

进行检疫。

目前， 动物传染人的疾病不是

很多， 只有狂犬病、 牛结核病、 老

鼠出血热、 猪流感以及布鲁氏菌病，

以及其他一些罕见的病种。 有些病

菌会通过伤口感染， 有的可以通过

口腔及眼结膜感染， 做完实验如未

对剩余物品及手进行消毒， 也会导

致病菌感染。 而做好个人防护， 可

以降低染病的几率。

“在英国， 学生进行动物实验前

要通过培训获取相应证书， 培训环

节将使学生了解动物的特性、 实验

操作要领， 并掌握突发情况的紧急

处理方法。” 中国医学科学院留英归

国博士山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英国， 未经培训的学生是不能进

入动物实验室的。

实验室是高校教学与科学研究

的基础， 但实验室建设面临着重视

不够、 设施落后、 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等问题。 一些教师表示， 杜绝实

验室安全事故发生， 学校要把实验

室安全作为教学工作的大事来抓 ，

加强对师生安全意识的宣传与教育，

同时要强化安全制度建设， 加强对

已有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重视实验室安全， 杜绝安全事

故发生、 防止环境污染有待多方努

力， 只有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才能

使实验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

本报记者 姜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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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 近日， 东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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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生在实验室感染布鲁氏杆菌传染病倍受关注。 这一事件的发生， 为全国高校的动物实验

教学敲响了警钟， 许多学校进一步强化了对实验教学工作的检查监督。 但记者调查发现， 东北农大学生染病事件绝非偶然， 高校实验教

学投入不足， 师生安全意识淡薄， 成为高校实验教学安全的潜在杀手。

进实验室先考核安全知识

江南大学推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本报讯 （记者 缪志聪 通

讯员 舒媛媛） 日前， 江南大学

新生入学报到多了一项特殊的考

试———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 从

今年起， 该校在本科生、 研究生

中全面推行 “实验室安全准入制

度”， 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是该项

制度的一项主要内容。

据介绍，“实验室安全准入制

度”是高校实验室安全领域各种规

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称。 在国

外，大多数知名高校已经运用得相

当普遍和成熟。国内很多高校也通

过集中培训、宣讲教育等形式不同

程度地实施了实验室安全准入，但

大规模地在本科生、研究生范围内

全面实行实验室准入，且在制度保

障下执行的几乎没有。

基于这一现状， 江南大学规

定， 凡新入校教职工或学生、 外

来学习人员在进入实验室之前 ，

必须参加安全与环保知识培训与

考试， 考试合格并与学校签订安

全责任协议书后， 才能进入实验

室学习和工作。 本科生不通过考

试不能进入选课环节， 研究生不

通过考核， 不能进入开题环节。

为确保该项制度顺利实施 ，

江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依

托本校物联网学院的优势， 开发

了 “实验室安全培训与考试系

统”， 以网上自学与网上考试为特

点， 学生们可以在线进行实验室

安全知识学习的培训、 考试， 打

破了课堂教学模式的束缚， 使课

程学习更加方便、 简洁和人性化。

文登为农村薄弱学科增“特岗教师”

47

名城区优秀教师赴村校任教两年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丛文勇）“通过这次竞聘上岗，我来到

米山中学担任‘特岗教师’，我一定在

未来两年里扎根乡镇， 精心教研，为

农村教育做点儿事。”近日，作为山东

文登首批

47

名“特岗教师”之一，文登

二中教师孙淑霞即将开始为期两年

的农村学校教学工作。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不仅要改

善农村办学条件，更要增强农村师资

力量， 只有二者都实现均衡配置，才

能促进城乡教育真正实现高位优质

均衡发展。” 文登市教育局局长刘建

舫说。文登市于今年初出台了“在农

村中小学增设教师职务特设岗位”

的规定，专门用以鼓励城区优秀教

师到农村学校任教。

据介绍， 文登通过由乡镇各学

校上报薄弱学科， 城区优秀教师自

愿报名、竞争上岗，教育局统一调配

的方式， 在城区普选优秀教师到农

村初中、小学任教。今年，共有

47

名

城区优秀教师竞聘成为文登市首批

“特岗教师”，赴农村任教两年，他们

不仅要完成学年支教目标， 开展教

研教改活动， 还要像各受援学校的

教师一样，接受学校统一的德、能、

勤、绩、廉等方面表现的考评。

“阳光书屋”

温暖外来娃

新学年开始， 浙

江省温岭市关工委和

泽国镇关工委联合出

资

1.4

万多元 ， 向温

岭市两所外来打工子

弟学校捐赠了

800

多

册课外读物 ， 建起

“阳光书屋”， 缓解民

工子弟学校缺少图书

的状况。

俞明德 金巧君 摄

“只为多学点知识！”

———安徽小伙打工13年后跨入宁波大学校园

9

月

7

日和

8

日， 是宁波大学

5161

名新生报到的日子。 让师生们感兴

趣的是， 在

90

后的新生队伍中， 有

一个

70

后的大龄学生 ， 上大学前 ，

当了

13

年的打工仔。

出生于

1979

年的赵齐来自安徽

歙县，

1.78

米的个子， 黑黑瘦瘦， 看

起来挺精神。

19

岁那年， 赵齐第一

次参加高考， 考上了一所二本学校，

可那时他一心想着外出打工赚钱 ，

就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一工作就

是

13

年。 今年高考前几个月， 他还

是无锡一个电动车厂流水线上的工

人 。 为了参加高考 ， 他辞了工作 ，

在家复习了

100

多天， 最终以

570

多

分的成绩被宁波大学录取。

“我觉得工厂里的大学生能做到

的， 自己一样也可以做到， 而且一

定不会比他们差。” 就这样， 学历不

高的赵齐萌发了重新上大学的念头。

虽然丢掉课本已经很多年， 但

赵齐觉得 “需要的时候捡起来， 还

是没有问题的”。 赵齐以前在县里的

重点中学念书， 属于不太用功但成

绩还不错的那种聪明孩子。 不过在

这次高考复习的

100

多天里， 他经常

熬夜苦读到深夜一两点， 做了六七

十套试卷。 最终，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以超过录取分数线

30

多分的成绩

被宁大录取， 圆了大学梦。

赵齐爱好很广泛， 特别是对机

械类很感兴趣， 把电脑、 电动车拆

了， 能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装起来。

他说， 这些都是在工作实践中学会

的， 大学毕业后也想继续从事机械

类行业。

赵齐告诉记者， 能圆自己的大

学梦， 离不开母亲的支持。 据了解，

赵齐萌发重新考大学的念头有两年

多， 当时父亲还有亲戚朋友都反对，

只有母亲一直支持他。 高考结束后，

赵齐就到工地打工，

100

元一天，干了

40

多天，挣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学费。

赵齐说 ， 自己工作了很多年 ，

慢慢地有了较好的工资待遇， 可就

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最盼望的

就是在一个读书氛围好的环境里呆

4

年， 多学点知识。”

■

本报记者 刘建民 通讯员 吴彦

中国大学生

体育代表团庆功

本报讯 （记者 李小伟 ） 中

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近日在北京

举行了大运会庆功会。 中国大学

生体育代表团在深圳大运会上共

取得

75

金 、

39

银 、

31

铜的佳绩 。

乔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按照金牌

3

万元、 银牌

2

万元、 铜牌

1

万元的

比例进行了捐赠， 并增加了集体

项目奖牌的捐助额度， 总金额达

380.8

万元。 这些钱一半以运动员

的名义捐赠给青基会， 一半作为

奖牌获得者的助学金。

北京汇文中学

庆祝建校

140

周年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禹跃昆

实习生 李京京） 日前， 北京市

汇文中学迎来了

140

岁生日。 作为

北京市第一批重点中学和首批高

中示范校， 汇文中学形成了深厚

的人文积淀和历史传统， 培养出

彭雪枫等无产阶级革命家， 还有

王大珩、 王忠诚、 林同炎等多位

院士。

确保能力与岗位“无缝”对接

20

名本科毕业生到高职院校锤炼技能

本报讯 （记者 钟伟 通讯员

齐红军 张玉鹏）近日，来自西南交

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石家庄铁道

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等本

科院校的近

20

名应届本科毕业生，在

与签约单位中铁七局海外公司办完

报到手续后，被该公司直接派遣到陕

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参加为期

两个多月的工程试验检测技术强化

培训。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的学员

将直接派往坦桑尼亚、赞比亚等海外

国家工程项目上岗工作，不合格者

将延长见习期。

据中铁七局海外公司人力资源

部副部长柏瑞介绍， 高职院校在人

才培养上更具有针对性、 灵活性和

开放性， 将毕业生送到陕铁职院进

行专项强化培训， 是借助陕铁职院

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职业核心能

力的培养和学生专业实践技能的强

化这一优势， 确保他们能力培养与

企业岗位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本报讯 （记者 易鑫） 日前，

由中国关工委、 教育部、 国家安

全总局等主办的首届中国校车发

展研讨会暨国际校车展览会新闻

发布会在京举办。 中国校车研讨

会及展览会将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

将以 “中国校车未来发展之路 ”

为主题， 并就国际国内校车研发、

生产、 销售、 运营、 管理等方面

的问题进行研讨。

中国校车发展

研讨会将举办

杭州电子科大百万专款设新生助学金

填补第一年学费生活费“空白期”

本报讯 （记者 朱振岳 通讯

员 叶璟） 日前，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宣布 ： 拨出

100

万元专款设立新

生助学金， 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

和高考成绩， 为今年大一贫困新生

提供全额或半额助学金， 贫困新生

一入学就可领到最高

1

万元的助学

金。

以往贫困新生进校时， 可通过

勤工助学、 奖学金、 助学金等筹措

学费和生活费， 但这部分资金的认

定和发放有一定的时间要求， 对部

分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来说， 第一

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都相当

大。 今年， 杭州电子科大新生助学

金的设立就是填补这一 “空白

期”， 新生可凭当地民政部门出具

的贫困证明， 向学校申请新生助

学金 。 该校平均学费为

4500

元 ，

住宿费

1500

元， 学生和家长不必

再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

该校校长薛安克表示， 设立

新生助学金， 就是为了在第一时

间启动资助行为， 为家庭贫困学

生解除后顾之忧， 使其享受平等

入学、 公平教育的权利。 从明年

开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还将把

新生资助制度写进招生章程， 使

贫困生认定和助学金发放工作提

前到学生入学前完成。

□

相关新闻

（上接第一版）

作为班主任，贺红岩对每个学生

的家庭状况和性格及成长环境都了

然于心。 有一次，贺红岩上课时发现

一个男生无心听课，满面愁容。 下课

了，贺红岩找到他，轻声问他：“是不

是你爸爸生病了？ ”此话一出，学生的

眼泪夺眶而出，一下子就扑在贺红岩

的怀里。 之前家访时，贺红岩知道这

个学生的父亲身体不好，她一边安慰

学生好好学习，一边给这个学生家捐

款帮助他的父亲治病。

后来，这名学生发奋学习，成为

班里的优秀学生。 他十分感激贺红岩

对他的关怀和帮助。 直到如今，他都

称贺红岩为“贺妈妈”。

再调皮捣蛋的学生在

她面前都听话

8

月

31

日，就在记者采访贺红岩的

时候，她办公室的门突然被“哐当”一声

撞开了。一个教师气冲冲地带着一个学

生走了进来：“贺老师，你看这个孩子怎

么说都不听，就是不把头发理短。 ”

贺红岩看了看这个老师， 又看了

看这个学生， 微笑着转身招呼学生坐

在自己身边的板凳上。“怎么没有去理

发呢？ ”贺红岩说，“有什么困难吗？ 给

我说说看，我也许能帮助你呢。 ”

这个学生看贺红岩没有批评他，

便讲出了自己没有理发的原因。 他

说，他的父母在外打工，自己和爷爷

奶奶住，父母没有回来，没有钱，所以

没去理发。

见学生这样说， 贺红岩立即表

示：“老师给你出钱， 你愿意去理发

吗？ ”贺红岩问这个学生。 “愿意！ ”学

生回答道。 “那好，老师现在就带你去

理发。 ”贺红岩示意让教师带他去理

发。

“你相信那个学生说的不理发的

理由吗？ ”记者问贺红岩，“为什么你不

批评他，还对他微笑着说话？ ”

“我微笑，就是让学生看到，我尊

重他，是真心帮助他的。 不批评，是为

了能听到学生说出心里话。 始终保持

微笑，再调皮捣蛋的学生在我面前都

能听话。 ”贺红岩依旧笑着说，“一拿

出校规，学生就会反感，不如不说。 只

要做通思想工作， 把问题解决了，实

际上等于给他上了校规课了。 ”

“再调皮捣蛋的学生， 只要在贺

红岩面前，都像变了个人似的。 不爱

开口说话的，都愿意把心里话给贺红

岩说；脾气暴躁的，也变得温和容易

沟通了。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

中学德育处副主任王华说。

早恋是困扰高中生的一个敏感

问题。 即便知道学生早恋，贺红岩也

从来不会在公众场合批评学生，她像

妈妈一样，耐心细致地做早恋学生的

思想工作， 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恋爱

观、人生观。 “早恋的事，学生有不同

的认识， 有时候被别的同学知道了，

大家会拿这件事开玩笑，这对学生的

心理健康不利。 因此，保护学生隐私

就是尊重他们。 ”

有个学生毕业后，给贺红岩写了

一封信，信中对贺红岩当年对他早恋

隐私的保护表达了深切的感激之情。

“我和这个学生私下里谈了两三次，

改变了他早恋的想法。 他后来大学毕

业谈对象时，还让我给把关，即便现

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还常常问我

该怎么办。 ”贺红岩说。

“我教过的学生，现在绝大部分都

有联系，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有心

里话，他们总愿意跟我说说。”贺红岩对

记者说，“我与很多学生现在都是朋友

了。 ”

把德育内容融入化学

课堂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中

学，每个学生都喜欢贺红岩所教的化

学课，有的甚至变得痴迷化学了。

贺红岩上化学课，下了功夫，也花

了心思。 如何把枯燥的化学课上得生

动活泼， 学生既爱听， 又爱学呢？ 贺

红岩尝试把德育内容融入化学课， 收

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高一的时候， 在讲到 “二氧化

碳” 这课时， 贺红岩很自然地就联

系到环保话题。 看到学生们讨论热

烈， 她干脆组织了一次以 “还我绿

色”为主题的班会，设计了一个模拟

法庭，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有的扮

演污染企业的老板， 有的扮演村民，

有的扮演法官， 有的扮演环保人士。

大家各抒己见， 发表不同的观点，并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贺红岩动了一个 “小心思”， 一

堂化学课变成了一堂德育课。 “这

堂课下来， 收获不小， 要感谢贺老

师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可以发表

看法的平台。” 学生张东说。

在上 “碱工业” 这一课的时候，

贺红岩把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侯氏

制碱法融入到化学课中， 把我国著

名化学家侯德榜的故事讲给学生听，

告诉大家中国人同样可以有令世界

瞩目的成就。 她鼓励学生要勤于思

考， 发愤图强， 将来报效祖国。 就

这样， 一堂化学课， 让学生们听得

聚精会神， 还加深了学生对人生价

值和人生理想的思考， 让学生受益

匪浅。

每堂化学课， 贺红岩都从德育

故事开始， 中间都要穿插德育内容，

她将教学目标与价值观 、 人生观 、

世界观，以及做人的准则、传统美德

等巧妙地融入到教学中。 几乎每个知

识点， 贺红岩都有一个德育故事，这

样的课堂怎能不让学生痴迷呢。

贺红岩把德育融入课堂的德育

课程化、 科目化的创新做法， 如今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中学全

面推广， 她的努力， 使得学校把德

育课堂主渠道真正落到了实处。

担任学校德育主任后， 面对德

育的新情况、 新问题， 贺红岩努力

创造条件整合德育资源， 使学校形

成了课内外、 校内外结合， 知识、 能

力、 行为并重， 课堂、 学校、 社会联

动， 开放、 立体的德育体系。 贺红岩

每月确定一个德育主题， 分层次分阶

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

2004

年， 她率先在全县开展的创新型德育

主题班会课示范展示活动， 受到全县

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认可。

这就是贺红岩， 一个喜欢花心思

的教育工作者，她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

“小心思”做好了德育这篇“大文章”。

（上接第一版）

据悉， 此次培训以课堂教学

为主， 课程实践为辅。 课堂教学

以问题为导向， 设置模块化课程，

采用 “双导师制”， 浙江师范大学

选聘相关专业的资深骨干教师授

课， 负责理论教学； 永康市选派

优秀小学骨干教师和实践经验丰

富的资深乡镇事务管理干部作为

学员的导师， 负责实践锻炼。

为确保培训质量， 研修班还

专门制定 《学员综合素质评价办

法》， 在规定期限内未获得相应专

业 （职业） 技能 （水平） 资格证

书的即自然淘汰， 不再开展综合

素质评价， 综合素质评价是今后

定向录用事业人员的重要依据。

浙江62位大学生村官

重新上大学

“小心思”做出德育“大文章”

（上接第一版）

本通知执行时间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

月

1

日至文到之日已征的应予免征

的房产税、 印花税和营业税税款，

分别从纳税人以后应纳的房产税、

印花税和营业税税额中抵减或者

予以退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到期废止。

两部门明确高校学生公寓

和食堂经营享受税收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