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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

益海嘉里奖学金设立

本报北京

9

月

21

日讯 （记者 王

强） 今天， 中国农业大学与益海嘉里

集团在北京举行益海嘉里奖学金签约

仪式。 该奖学金由益海嘉里集团和郭

孔丰先生每年分别捐赠

40

万元、

24

万

元设立， 为期

4

年， 奖励总额为

256

万

元， 每年将奖励

80

名优秀本科生。

四川阿坝师专搬入

灾后重建新校园

本报讯 （记者 刘磊 ）

9

月

19

日 ，

四川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汶川水

磨镇新校园举行了开学典礼。 这标志

着汶川地震震中唯一一所高校， 在异

地复课

3

年后全面完成异地重建。 新学

校灾后重建资金达

8

亿元， 新校舍占地

面积

1024

亩， 总建筑面积达

22

万平方

米， 能容纳

8000

多名学生就读。

北京海淀区教师

阅读工程表彰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贵勇 ） 北京市

海淀区“十一五”教师阅读工程总结表

彰会日前举行。 百余名教师获得先进个

人称号，

30

所中小学获得贡献奖。 据悉，

海淀区于

2007

年

6

月启动了教师阅读工

程， 旨在通过引领教师开展专业阅读，

更好地实现基础教育的内涵发展。

云南财经大学

喜迎建校

60

周年

本报讯 （记者 李配亮 ） 云南财

经大学日前迎来建校

60

周年。 经过

60

年的发展， 该校已由单科性财经院校

发展成为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 法

学、 哲学、 文学、 理学等学科协同发

展的多科性省属重点大学， 为地方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

8

万余名高级

专门人才。

济南为幼儿园建设

辟“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 近日 ，

济南市建立幼儿园建设项目审批 “绿

色通道”， 加快推进 《济南市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 及幼儿园建设工程顺

利实施。 该市要求， 国土资源、 城乡

建设、 公安消防、 住房保障管理等各

有关部门要全力支持幼儿园建设， 依

法从快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 �

每日传真

荩荩荩

� �

各地改革动态

荩荩荩

2012级硕士生全公费就读

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硕士生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同济大学近日宣布， 将面向

2012

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推出新的资助政策， 无论学术型研究生还

是专业学位研究生， 都可以获得全额学业奖学金， 每人每年

1

万元， 相当于全公费就读， 同济大学每年将为此增加投入上千

万元。

同济大学每年招收学术型硕士生约

2400

人、 专业学位硕士生

约

1100

人。 截至目前， 两类研究生都只有部分学生可以获得全额

学业奖学金。 从

2012

级开始，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将

100％

享受全

额学业奖学金， 与学费同额度。 此外， 学术型硕士生都可获得助

研的资助， 每人每月

400

元； 专业学位硕士生都可获得研究生普

通奖学金， 每人每月

300

元， 用于补助生活费。 硕士生在读期间，

将纳入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并可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

款， 也都可以参加有关专项奖学金的评定。

同

济

工作生活压力大，从教多年却从未参加过体检———

农村教师期待定期免费体检

中国教育报：

作为一名农村教育工作者， 我

发现身边很多教师尽管从教多年 ，

却未曾参加过体检， 对自身的身体

状况了解不多 。 实际上 ， 颈椎病 、

腰椎病、 咽炎以及心理焦虑等身心

疾病经常困扰着农村教师。

笔者了解的一位乡村小学教师，

今年刚刚

22

岁， 不仅担任着一个毕

业班的语文课， 还有两个班的英语、

音乐、 社会等课程， 同时还担负着

学校少先队辅导员、 升国旗、 小喇

叭广播等多项工作， 每周的课时量

超过

25

节。

像这样的农村教师不在少数 。

他们不仅工作压力大， 而且承受着

较大的生活压力， 要靠着微薄的工

资赡养老人、 养育子女， 根本舍不

得花钱自己去做体检。 即使部分农村

教师知道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但不知

道到医院后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 也

很难抽出时间， 体检便一直搁置了下

来。

广大农村教师在教育事业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衷心希望政府相关

部门能为农村教师安排定期免费体检，

建立健康档案， 让他们在教书育人的

同时解除身体的后顾之忧。

■

河南邓州小杨营乡中 心学校

王中献

家长四处托人找 各方“关系”躲不开

择校，一个校长的难言之苦

中国教育报：

最近， 见我的人都问： “校长，

你是不是病了？ 没精打采的， 人也

瘦了。” 不是我有意减肥， 实在是入

学择校问题让我心力交瘁。

每逢入学季节， 为了让自己的

孩子能上一个好学校， 家长们四处

托人， 费尽气力找校长。 而校长们

为应付来自四方八方的 “条子 ” 、

“招呼” 和 “关系”， 不得不东躲西

藏 ， 关闭手机 ， 恨不能 “人间蒸

发”。 校长 “难找”， 家长们对此心

有怨言， 但作为校长， 我们其实也

有一肚子苦水。

8

月

24

日 、

25

日是小学报名时

间， 而我的 “噩梦” 早在

7

月底就开

始了。 怕听到手机响， 怕按下 “接

听” 键就听到一声： “校长， 我是

某某 ， 有个学生你照顾一下……”

一到这时候， 要求择校、 择班的各

种人情、 关系络绎不绝， 我拒绝也

不是， 接受也不是， 头疼不已。

当校长时间长了， 我也学 “聪

明” 了。 白天很少在家， 手机干脆

换了号， 只告诉有限的几个身边人，

以防有什么紧急情况找不到我。 听

说 ， 为了让自己 “消失 ”， 校长们

“八仙过海”： 有人住宾馆， 有人用

双手机， 有人说出差封闭培训……

因为对孩子的喜爱和对教师神

圣职业的向往， 当年我进入了教育

领域， 并靠着辛苦努力一步步当上

一所 “热点” 小学的校长。 看起来

风光无限， 但做校长时间越久， 我

心里越不是滋味， 感觉离自己的理想

越来越远。 说实话， 学校的招生名额，

有几个是校长能作主的呢？ 一边是上

级要求控制班额、 控制择校， 一边是

各种各样让人疲于应付的关系， 校长

被夹在中间， 十分为难。

今年 “开学第一课” 的主题是中

小学生的幸福是什么， 其实我也一直

在想， 对于我们教育人来说， 我们的

幸福又是什么？ 有没有一个三尺讲台，

能让我不用为择校而烦恼？ 有没有一

个清净的地方， 让我能够回归到教育

的根本？

■

郑州 一小学校长

读者来信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

邮箱：

rmlx2011@sina.com

助学贷款违约率降至1%

34

所高校违约率为零

本报讯 （记者 赖红英） 记者日前从广东省教育厅获悉， 广

东高校助学贷款违约率已经从

2008

年的

23%

下降至

2011

年

7

月底的

1.06%

， 违约率为零的高校已有

34

所。

据不完全统计， 广东省高校

60.9%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

和住宿费主要来源于助学贷款， 全省累计有

40

万人次的学生获得

了近

28

亿元助学贷款。 针对助学贷款违约率高的问题， 广东省先

后建立了高校助学贷款违约定期通报制度、 到期还本合同清偿制

度、 违约率较高高校集体约谈制度等， 并在全国首创了财政、 教

育、 银行联合考核督查制度。

据承办广东高校助学贷款的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资料显示，

广东省助学贷款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在全国贷款规模上亿元的省

份中风险违约控制力排名稳居前二位。

广

东

牧民有了双语幼儿园

“听说牧区第一个双语幼儿园开园了， 我也来看看。” 平

西梁子村的牧民卡德尔兴奋地说， “党的政策好啊， 我们牧

民的孩子在家门口也能上幼儿园了， 而且是用维语和汉语共

同教学的幼儿园呢。”

近日，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西梁子村的水西

沟双语幼儿园开园了， 牧民的孩子、

4

岁的叶儿江开始了他的

幼儿园生活。

叶儿江的爸爸别达力汗在水西沟镇做生意， 妈妈在市区

打工， 无暇照看叶儿江， 他只好每天跟哥哥去水西沟镇中学，

哥哥上学， 他就在校园里玩。 “虽然就在学校旁做生意， 可

还是害怕孩子出意外。” 得知开办了双语幼儿园， 别达力汗第

一个报了名， “我不用再为孩子无人照看担心了。”

水西沟双语幼儿园是乌鲁木齐市第一家农牧区双语幼儿

园， 总投资

180

多万元， 可满足

120

多名孩子的入园需求。 记者

在现场看到， 幼儿园分大、 中、 小班， 桌椅、 口杯、 床铺均

已配齐， 还配套有食堂、 保健室、 多功能室等。

“小白兔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 叶儿江拿着新玩

具坐在高低床上， 显得特别兴奋， 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大声地

唱着儿歌。

开园当天， 乌鲁木齐市教育局、 市妇联和驻地部队， 还

送来了价值

10

万元的教学设备和生活设备。

“幼儿园的建成解决了镇里部分幼儿学前教育问题， 相关

部门和共建单位送来的捐款更是提高了园里的硬件设施。” 幼

儿园园长张素红高兴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

2010

年开始， 乌鲁木齐市计划两年内新建

86

所双

语幼儿园， 全市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双语幼儿园。

■

本报记者 蒋夫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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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

广州大学城内近日出现了一种

“集装箱宿舍”。 尽管租金便宜， 但

纵观整片由活动板房搭建的 “宿舍

区”， 没有一个宿管员， 也没有任何

消防设施， 狭小的房间内充斥着甲

醛味和煤气味， 安全隐患极大。

据了解， “蜗居” 在此的是

600

多名

2012

年美术类高考生， 而这片

“集装箱宿舍” 属于违章建筑。 大半

年的集中冲刺不知能为学子们的高

考加分几许， 但为了省钱， 在如此

缺乏管理和保障的环境中生活学习，

实在令人为他们的安全担忧。

高考固然重要， 生命安全更加

不可忽视。 当地有关部门应加强监

管， 对于违章建筑及时整改与拆除，

为学生们创造一个安全的备考环境。

刘琴

/

文

CFP

供图

【画中有

话

】

在全国上下研究构建高效课堂时， 一所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学校———山

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高阳中学，走出了独特的“信息化生态课堂”之路，全国各

地万人次到校参观。

10

月

29

日，著名教育论坛、有中国教育界“博鳌论坛”之称的“淄博·临

淄” 第九届中国新教育发展论坛年会暨全国中小学 “高效课堂与名校创建”

现场经验交流会，将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高阳中学隆重开幕！

一、拟邀演讲授课

教育部门领导专家；人大附中、北京康福外国语学校、山东省实验中学、

济钢高中、潍坊一中、青岛平度实验中学、诸城龙源学校、洋思中学、杜郎口

中学、昌乐二中等名校校长和名师（以实到为准）。

二、会议形式

全国中小学名师“高效课堂”经验交流会和“同课异构”活动，高中、初

中、小学等各学科几十位名师登台赛课；全国中小学名校长“名校创建”经验

交流会。

三、参会对象

教育部门领导；中小学校长、主任和各科教师；培训与留学机构负责人；

与教科研、名校创建有关人员。

四、联系方式

秘书一处：

0536-8231365 0533-6120094

秘书二处：

010－65263926 65133322

转

5315

组团参会、合作咨询手机：

18618480719 13054776716

电子邮箱：

xinjiaoyubao@163.com

工作

QQ

：

304096470

中国新教育发展论坛年会官方网站：

中国新教育网（

www.zgxjyw.com

）

“淄博·临淄”第九届中国新教育发展论坛年会

全国中小学“高效课堂与名校创建”

现场经验交流会

联系方式：校长室：

0931-7611666

办公室：

0931-7619888

网 址：

www.jddfzx.cn

邮 编：

730070

学校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

358

号（兰州交通大学西门口）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学诚聘教师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学创建于

2005

年， 是经甘肃省兰州市教

育部门批准成立的一所民办性质的全日制完全中学。 学校现有教

职员工

180

多人，教学班

48

个，在校学生

2600

多人。 东方中学中考

成绩连续

5

年名列市级示范性中学第

1

名， 高考成绩连续三届二本

上线率超过

50%

。 为满足社会各界对办好优质教育的追求，学校现

面向全国诚聘以下各科老师：

一、教学岗位：

高中：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地理教师；

初中：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教师。

二、招聘条件：

本科以上学历，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省市级骨干教师优先

考虑。

三、教师待遇：

教师月工资待遇从优，具体情况可与学校联系，按国家规定办

理三金，并有住房补贴，学校教师公寓正在建设当中。

四、应聘要求：

1.

应聘者需携带身份证、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荣

誉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一份，上交材料恕不退回；

2.

携带个人简历一份（附近期一寸彩照一张）；

3.

时间：应聘教师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递交相关材料。

2011

年

9

月

8

日

征集优秀书稿

本着 “多出精品， 多育人才” 的宗旨， 语文出版社与科教书

刊社等单位联合向全国教育系统征集优秀书稿。

征集内容描述：

☆

教育论著： 教育理论、 教学心得、 教改观点、 课题研究等

方面的论著。

☆

管理论著： 教育管理思想、 学校经营理念、 管理者实际经

验等方面的论著。

☆

校本教材： 在教改中涌现出的体现创新性、 特色性、 前沿

性、 素质教育性的优秀校本教材。

☆

校园风采： 校庆专集； 校史故事； 教育叙事类散文小说；

展现当代校园风貌、 师生风采的文集等。

☆

人生故事： 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生涯中形成

的生活感悟、 人生思考文集等。

书稿录用： 收到投稿

3

个月内予以回复

截止时间：

2011

年

12

月

联系电话：

010－51662376 68362418

（传真）

联 系 人： 赵敏老师

寄稿地址： 北京西城区展览馆路

12

号

B413

教育图书中心

邮 编：

100044

E-mail

：

zselu@263.net (

邮件主题请注明来稿书名

)

为配合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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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部级单位共同主办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开展，帮助广大职业院校全面了解

“大赛”相关规程、提升带队教师的指导能力，有效备赛，中国教

育报刊社培训中心定于

2011

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备赛研讨会。

会议内容：

1.

政策：大赛发展规划、制度安排与选拔机制、组织程序与筹

备细节。

2．

指导：大赛命题原则、竞赛规程、裁判标准与现场指导，赛

场心理辅导、大赛特点和重点分析。

3.

交流：典型案例分析及获奖团队经验分享。

主讲专家：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大赛专家以及获奖团队指导老师。

电话：

010-68878227 010-68870184

（魏老师）

13811822860

（陈老师）

010-82296869

（孙老师）

010-51418079

（传真）

邮箱：

chen480@163.com jypx@edumail.com.cn

网站：

www.jybpx.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邮编：

100082

中国教育报刊社培训中心主办———

首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备赛研讨会

2011

年

10

月

21

—

24

日（

21

日报到）北京

中国教育报刊社培训中心主办———

首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备赛研讨会

2011

年

10

月

21

—

24

日（

21

日报到）北京

江苏投入5000万启动普通高中课程基地建设，首批31个基地入选———

课程基地能否让课堂焕然一新

■

本报记者 缪志聪

苏州中学的湿地文化课程基地 、

锡山高级中学语文课程基地、 镇江中

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实验课程基地……

日前， 这些课程基地被列入江苏省教

育厅遴选的

31

个

2011

年普通高中课程

基地建设项目的名单中。

今年江苏投入

5000

万元启动普通

高中课程基地建设， 决定到

2015

年建

成

200

个左右的普通高中课程基地。 这

一创新举措， 在基础教育领域掀起一

股强烈风暴。 如何围绕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升， 通过师生 “做中学、 学中做”

的方式， 巩固、 演示、 验证、 探究和

拓展教学内容， 建成一个培养学生学

习能力、 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的教学

“新课堂”？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深化课程改革———

在实验中点燃学习激情

物理课为什么难教难学 ？ 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究竟如何培养？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镇江中学校长

徐杰的脑海， 在接到建设课程基地

的申报书后， 他和镇江中学的团队

开始计划构建强大的动手实践平台，

一改以往的课程教学方式， 让学生

高中

3

年获得更多的动手实验机会，

以期点燃学生投身物理学习和探究

的激情。

“我们拟建设课标教材实验室、

自主学习实验室、 课题探究实验室

和前沿体验实验室， 四类实验室层

次不同、 适用对象不同、 要求不同，

前一类实验是后一类的基础， 整体

呈台阶式跃进。” 徐杰这样描述镇江

中学的全盘规划。

“以前学生做的化学实验， 多为

验证式的， 而等我们的开发实验室

和模拟实验室建起来后， 学生不仅

可以自己提取材料、 设计实验， 还

可以在计算机上先行模拟再去实验

论证。” 如皋中学校长左伯华这样阐

述他的观点。

江苏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马斌介

绍， 课程基地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

要建一批能让学生自主学习的设施 、

仪器， 改变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 师

生可以利用课程基地各馆室的设施 ，

自行探究或共同开发， 通过整合信息

技术的交互功能和网络远程教育功能，

学生可以进行菜单式自助学习。

放大优势学科———

与社会课程资源对接

在南通一中等很多学校的发展规

划里， 课程基地的建立是为课程实施

服务的 ， 学生的学科学习并不孤立 ，

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活动， 特别是利用

优势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综合， 最终放

大学科优势， 形成学校特色。

课程基地的建设通常是开放性的，

南通一中在建设物理课程基地的前期

准备中 ， 积极与社会课程资源对接 ，

科技馆、 博物馆、 工厂、 社区、 农村、

科研院所和高校等资源都在考虑范围

之内。

仅在物理技术馆， 南通一中的学

生就能看到最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 ，

如激光技术 、 低温技术 、 工程技术 、

纳米技术等， 同时也能体验到物理科

技在其他学科、 生活领域中的应用以

及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东台沿海滩涂

80

多公里 ， 有丰富

的海洋资源， 海水养殖、 粗盐提纯等

产业俱全

,

一门优势学科在这样的背景

下不难放大为学校的特色。 东台中学

教师吴海霞以一堂 “粗盐的提纯” 课

为例告诉记者： “在建有课程基地的

背景下， 我可以组织学生先参观盐场，

体验粗盐制备， 再参观粗盐提纯车间，

通过学生实践体验， 最后师生一起总

结交流粗盐提纯的全过程。”

培养优质人才———

从升学

GDP

中走出来

无论是学习方式的改变 ， 还是学

科优势的放大， 归根结底是为了优秀

人才的培养。 谈起课程基地建设构想，

马斌以数学学科为例， 作了生动阐述：

“如果能少做些重复性的作业， 让学生

有更多的时间去理解数学， 搞懂定理

结论的来龙去脉， 真正去思考一些问

题， 这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情。”

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认为 ，

基地建设绝非建一个场馆， 让人走进

去看看就算了， 而是要 “影响到学生

最基本的素质， 并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奠基”。 因此， 锡山高中不仅突出核心

教学内容的模型建构， 还将创设特色

鲜明的教学环境摆在重要位置。 通过

省语文课程基地的创建， 使校园读书

氛围更加浓厚， 将学生培养成为终身

阅读者。

课程基地的价值使命是什么 ？ 如

何让高中教育从升学

GDP

中走出来 ？

为什么高中千校一面的现象难以改变？

马斌认为， 对教育难题的破解， 必须

回归教育的原点。 课程基地是现有教

学课堂的延伸、 升华和补充， 应当建

设成课程教学改革中心、 课程设施资

源中心、 知识见识实践中心、 天赋特

长体验中心、 拔尖人才培养中心、 生

活技能教育中心。 “要打破一张课表

教学、 一套试卷选拔的教育方式， 推

进基础教育转型升级， 领跑学习的革

命， 形成学生科学的认知心态。” 马斌

说。

（上接第一版）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己任， 加强原始创新、 集成

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强化协同创新，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多作贡献。 主动开展科学普及，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努力成为科

学知识的传播者、 科学方法的实践者、 科学思想的倡导者、 科学精

神的弘扬者。 大力弘扬创新文化， 继承我国科技界的光荣传统， 加

强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遵循学术诚信， 为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发挥示范作用。 积极培养举荐更多创新人才， 推动完善

科技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 全力支持和推动科技体制改革， 促进解

决制约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的突出问题， 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 实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宏伟事业中再立新功。

刘延东要求， 各级党委、 政府关心和支持科协工作， 为科技工

作者发挥聪明才智提供服务和保障。

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天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