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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校团队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确定新目标

增强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本报石河子

10

月

12

日讯 （记者

蒋夫尔） 教育部高校团队对口支援

石河子大学

2011

年工作例会今天在

新疆石河子市召开， 会议提出， 要

切实提高石河子大学的师资水平 、

核心办学能力、 人才培养质量和科

研服务能力， 进一步增强其服务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教育部要

求， 以北京大学为组长单位的

9

所对

口支援高校要按照 “整体设计、协同

工作 、重点突出 、逐步实施 、成效显

著”的方针深入开展各项工作。 要按

照受援、支援双方“十二五”规划和对

口支援工作的要求， 把今后

5

年对口

支援工作发展目标任务按时间节点

规划好， 有一个清晰的工作指南。

各支援高校要紧密结合新疆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和

支柱产业的需求， 在提升石河子大

学整体办学水平的基础上， 进一步

加强新增博士点、 硕士点的建设，重

点建设区域特色学科群和新疆、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

学科专业。 各支援高校要充分调动本

校相关学院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组建名师领衔的教学

科研团队， 在石河子大学再建成一

批精品课程、 高水平教学、 科研实

验室和特色学科平台。

根据协议，未来

5

年，教育部高校

团队将选派

500

名优秀青年教师、专

业骨干教师或教学名师到石河子大

学支教，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

德国汽车制造商牵手我国高职院校

中德职教汽车机电工合作项目启动

本报北京

10

月

12

日讯 （记者

李丹） 在中国教育部与德国国际合

作机构的支持和推动下， 德国五大

汽车制造商与我国

5

所高职院校今天

在京启动了中德职业教育合作项目

“中国汽车机电工培训”。 中德双方

将在华共同培养广泛适用于德系汽

车的机电技能型人才， 并对相关培

养培训标准及证书体系等进行开发。

据了解， 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和

市场发展迅猛， 但是运用大量电子

设备的高档汽车在维护和维修领域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在现有培训体

系下得不到满足， 同时， 各自为政

的培训体系也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

劳动力市场吸引力的下降。

为充分利用德国雄厚的技术和

经验储备，在我国本土建立符合现代

汽车维修和维护行业需求的汽车机

电人才培训培养体系，经协商，中国

教育部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及德国

五大汽车制造商———奥迪、 宝马、保

时捷、 奔驰及大众公司达成一致，共

同开展中德职业教育汽车机电合作

项目。 该项目首先从北京交通运输职

业学院、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

校、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等

5

所高等职业院校开始试点，

力争两年后使合作院校增加至

25

所。

评论

■

陈宝泉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公 开 征 求 意 见 启 事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

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

推进高等学校师德建设制度化和

常态化， 近日， 教育部会同中国

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研究

制定了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 （征求意见稿）， 现予以公

布， 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求意见。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 是广大高校教师共同的行为

准则 ， 需要广大教师共同参与 、

共同完善和共同遵守， 也需要全

社会的支持和监督。 欢迎全国广

大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建言

献策， 提出宝贵意见。 您的建议

意见， 对 《规范》 的修改完善和

启动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请将建议和意见在

10

月

30

日 （以

当地邮戳为准） 前， 通过信函邮

寄至中国教育报编辑部； 也可登

录中国教育新闻网

(www.jyb.cn)

直接下载征求意见表， 以电子邮

件方式反馈意见。 来信请寄： 北

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邮

政编码：

100082

）， 中国教育报高

教新闻中心， 姜乃强 （收）； 请在

信封上注明 “高校职业道德规范

征 求 意 见 ” 字 样 。 电 子 邮 件 ：

sddtl@edumail.com.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 〈征求意见稿〉 及征求意见

表详见二版）

教育部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印发《意见》

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 为贯彻落实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中央

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的要求部署， 近

日， 教育部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领导

小组印发了 《关于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活动的实施意见》。

《意见 》 指出 ， 教育是紧密联系民

生的重点行业和直接服务群众的重要窗

口， 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

要积极投身到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 活动

中来。

《意见》 提出， 教育系统 “为民服务创

先争优” 活动的主题是 “落实教育规划纲

要、 服务学生健康成长”。 要以切实解决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重点， 以提高

群众满意度为标准， 以 “三亮三比三评” 为

抓手， 促进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 改进服务作风、 提升

服务能力、 提高服务效能， 推动教育规划纲

要全面落实和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意见》 要求， 要通过 “为民服务创先

争优” 活动， 努力实现育人意识明显增强、

难点问题明显突破、 改革力度明显加大、 作

风建设明显加强， 要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中， 从学生学习、 生活、 就业等方面存

在的实际困难中， 选择一两项切实加以解

决， 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教育系统创

先争优带来的新变化、 新气象。

（下转第二版）

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联合表彰

优秀少先队员辅导员和少先队集体

本报北京

10

月

12

日讯 （记者

苏婷）

10

月

13

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建队纪念日。 在纪念建队

62

周年之

际，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

联合表彰了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全国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全国优秀少先队

集体， 授予张旭阔等

304

名少先队员

“全国优秀少先队员”称号，授予代淑

娥等

296

名少先队辅导员 “全国优秀

少先队辅导员”称号，授予北京市密

云县太师屯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

等

396

个少先队大、中队“全国优秀少

先队集体”称号。 这是面向全国广大

少年儿童和各级少先队组织的最高

荣誉，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

“全国优秀少先队员”是按“四好

少年”的要求，为广大少年儿童树立

的身边真实可学的榜样。 他们中有长

期照顾患病家人、自强不息的“美德

少年”，有勇于创新、多次获得科技专

利的“小发明家”等。 “全国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是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

先队志愿辅导员的优秀代表，他们中

有扎根乡土默默奉献的农村辅导员，

有帮助少先队员开展活动的电视节

目主持人。 受到表彰的“全国优秀少

先队集体”，展现了少先队集体阳光、

快乐、向上的精神风貌。

今天 ， 主 办单 位在京 举 办了

“红领巾之歌” 电视颁奖仪式。 共青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晓， 共青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少工委主

任罗梅， 教育部党组成员顾海良和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委有关司

局负责同志出席颁奖仪式， 并为获

奖代表颁奖。

2012届高职（专科）毕业生11月可应征入伍

高校毕业生入伍网上咨询下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 记者近

日从教育部获悉， 为广泛宣传高校

毕业生入伍政策，

10

月

17

日至

21

日，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全国高等学校

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会同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 ， 将共同举办

“

2011

年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政策网

上咨询周” 活动， 届时将邀请军地

有关专家在线为毕业生答疑解惑 ，

毕业生可直接登录全国大学生就业

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 （

http://www.

ncss.org.cn/2011zbzx/

） 与专家互动。

今冬征集中，

2012

届高职 （专

科） 毕业班学生， 已按规定完成专

业理论课程学习并取得毕业规定所

需学分， 仅需再完成毕业实习即能

够毕业的， 可在今年应征入伍并取

得毕业证书， 享受高校应届毕业生

入伍的优惠政策。 有意愿报名应征

入伍的大学生 ， 现在可登录

http://

zbbm.chsi.com.cn

进行网上报名 ，

11

月

1

日征兵体检全面展开。

有多少孩子会成为大手艺人

据报道， 上海有媒体在国庆

节期间发起中学生的 “梦想征集”

活动。 主办单位还按初中生的意

愿带他们到快餐店打一次工， 去

农民工子弟学校服务一天， 帮助

困难同学一次。 征集上来的 “梦

想” 中， 不少孩子想做技术工人、

自主创业 ， 如当长途汽车司机 、

当电脑医生、 开个水果吧等。 有

两个小学生还选择到比萨店当起

了 “见习店长”， 她们的梦想就是

长大从事美食行业。

笔者以为， 此类活动甚好。 学

习生活、 体验社会本身就应该是教

育必不可少的内容。 教育的目的是

使孩子长大成人、 融入社会， 再取

得成功， 要给孩子提供模仿、 体验

的环境。 发达国家给小孩子设计的

体验游戏也开始有人引入了。 我们

的中小学都可以组织这类活动， 先

搞引导性参观体验， 范围扩展到港

口、 生产线、 设计室、 矿山、 养殖

场， 再收集梦想。 生活是丰富、 生

动的， 劳动世界很精彩， 有各种职

业适合不同品位、 不同气质的人群，

这在教室里无法体验到。

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一部分孩子

会选择学技术、自主创业。 据专家介

绍，凡是经过这类参观体验活动的初

中生，有一半左右选择学技术。 这在

我国当前尤其有意义。 目前，社会上

存在着重文凭、鄙薄职业技术、不尊

重劳动的风气，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受

阻， 劳动者总体素质的提升事倍功

半，许多传统技艺后继无人。 我们的

载人航天科技世界领先，却没有自主

品牌的消费名品，人们经常享受不到

合格、放心的服务。 缺少大批高质量

技工， 产品附加值就提升不上去，资

源利用率低还造成浪费、污染。 如果

材质差，工艺不过关，好的设计就无

法实现，甚至不敢做出来。 而在老牌

工业国家，不仅有基础好、创新能力

强的大企业，还有整体高品质的服务

业和手工业。 瑞士的钟表匠、法国的

大厨、意大利的裁缝和皮匠这些大手

艺人不仅收入高，而且受尊重。 他们

提供了受世界追捧的优质服务和产

品。 在这些国家，人们对于毕业生的

肯定首先是尽早创业， 创造就业机

会， 而不是去争抢一个现成的岗位。

准备搞技术、 自主创业， 并非

是舍弃接受教育， 而是有了目标再

去上学， 离成功更近些， 学习的方

式也可以更灵活。 如果高考时仍不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甚至读完博士

不喜欢所学专业 ， 那麻烦就大了 。

虽说职业生涯难规划， 但是笔者仍

然不赞同读文化管理专业的毕业生

去开包子铺。 这对国家的教育投入

和个人发展都是浪费。

问题是孩子们的梦想是否能得

到家长的理解与支持？ 独生子女

能否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梦想去闯

一把？ 如果成绩靠前， 班主任是

否赞成这个学生不考高中而去上

职高？ 学校、 家长能否为各种不

同选择的孩子作职业准备创造条

件？ 当然， 这些转变不可能一蹴

而就。 但是家长、 学校必须懂得，

高质量的教育不只是学生考分高、

学校升学率高，还是要在打牢基础

后因材施教，让学生各有所长。 帮

助孩子们早点作出职业选择，尊重

他们的选择并促其实现是内行的

做法。 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经过

职业教育， 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或选择自主创业，两三年初见成效

的大有人在。 他们中很多人都得

到了长辈 、 亲友的支持 。 但是 ，

我们媒体宣扬的家庭教育成功范

例 ， 更多的是出了几个研究生 。

其实， 高学历并不等于业绩， 好

的教育是使那些没考上大学， 甚

至压根儿就不想上大学的孩子也

能获得成功。

破解校企合作瓶颈，突破口在哪里？

导读

今日

■

职成教育 （四版）

如向日葵那样迎着太阳生活

■

新闻 （二版）

地铁“国产脑” 高校牵头造

北京交大协同创新研制的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实现产业化

本报讯 （记者 唐景莉 通

讯员 蓝晓霞 袁芳） 随着北京

轨道交通亦庄线、 昌平线率先采

用北京交通大学牵头研制的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BTC

系统，

成功开通运营近

10

个月以来， 我

国成为继德国、 法国、 加拿大之

后， 第四个成功掌握该项核心技

术并开通运营的国家。 北京市地

铁运营公司刘建副总经理表示 ：

“在示范应用过程中， 我们充分感

受到了国产系统在各方面的优势 ，

目前系统运行稳定， 运营中表现良

好。”

据介绍 ，

CBTC

是基于通信的列

车 自 动 控 制 系 统 （

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

）的简称，形象地

说，

CBTC

就是轨道交通的 “大脑 ”

和 “中枢神经”。 源自 “中国创造”

的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拥有自动驾驶、 无人折返和安全运

营三大里程碑式的功能。 而这一重

大成果研发和最终产业化的经验表

明， “政产学研用” 有机结合， 是

我国科技协同创新， 并实现重大成

果产业化的必要途径。

“这样一项核心技术的自主创

新， 立项难、 投资大、 周期长、 风

险大， 三五年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大系统， 必须

寻找到一个可以达到目标的途径 。

CBTC

的成功是北交大人在 ‘政产学

研用’ 合力支持下， 探索的一条安

全控制系统自主创新与产业化的有

效途径， 并按照这个路径举全校之

力， 三十年磨一剑的成果。” 北京交

通大学校长、

CBTC

项目总负责人宁

滨告诉记者。

CBTC

自主创新由 “政产学研

用” 五个环节相互衔接、 渗透、 支

持。 一是各级政府搭台， 坚持风险

分解与把控， 并勇于承担一定的可

控风险； 二是用户地铁公司作为自

主创新的牵引， 在北京市的支持下

积极承担核心技术示范工程， 并做

到风险可控； 三是高校作为基础理

论与科学问题的分析、 研究与凝练

主体 ， 坚持跟踪国际技术发展趋

势； 四是工程研究中心作为核心技

术研发及其验证平台建设的主体 ，

同时承担各项标准与规范制定； 五

是北京交控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技术

产品产业化与市场化的前沿， 建立

了一个将技术转化为市场需要的组

织， 并持续不断发现和满足用户需

求。

这一项目的顺利完成先后得到

了北京市及科技部、 建设部、 财政

部 、 教 育 部 等 部 委 的 大 力 支 持 。

2002

年， 北京交通大学与相关政府

基金支持单位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

的方式， 开始筹划自主

CBTC

科学问

题的分析与研究。

2004

年， 北京市

科委积极响应国家自主创新战略 ，

启动以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市地铁

运营公司等单位为核心的 “基于通

信的城轨

CBTC

系统研究”， 从而拉

开了分五期支持该项目的序幕。 一

期项目陆续攻克了

CBTC

系统的关键

技术， 完成系统集成测试， 并研制

出国内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CBTC

系统样机。

2011

年， 北京市科委在亦庄线、

昌平线成功开通基础上， 由

CBTC

成

果产业化公司———北京交控科技有

限公司牵头， 第五期立项进行 “城

市轨道交通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工业

化生产线与测试平台的研建”。

在技术创新链条的不同阶段 ，

北京交通大学

CBTC

项目科研团队采

取不同的项目组织形式， 用 “分解

法” 组建自主创新核心团队， 培养

了一批年轻的信号控制专业高水平

科研与管理人才， 在高校人才培养

模式以及推动自主科研创新上探索

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2004

年

CBTC

项目正式立项攻关

的时候， 北交大只有七八个教师参

与， 后来引进了大量北交大相关专

业方向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将工作

分解到项目组中五六十名大学生手

中。 老师在研究方向上掌舵， 学生

在探索过程中锻炼。

2008

年，

CBTC

项目进入现场中试阶段， 来自北交

大相关专业的本科生、 研究生成为

了团队主力， 最多的时候， 工作被

分解到

90

多人手中， 并且这些工作

分工都是有标准可规范检查与验收

的。

2010

年底，

CBTC

项目终获得成

功 。 现在北京交控科技有限公司

350

多人的队伍 ， 很大一部分都是

北交大通过这个项目培养起来的人

才。

作为

CBTC

系统自主创新全过程

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北京交控科

技有限公司总裁 、 北交大教授 、

轨道交通运行控制系统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郜春海自豪地说 ：

“在

CBTC

项目中培养出的年轻人，

在同龄人当中算得上这一领域的

‘中国第一’！”

北交大自主创新的

CBTC

技术

的成功应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 据初步计算： 国

家投入该项目的研究、 中试及平

台建设经费不到

3

亿元， 但其研究

与应用使得引进系统的价格降低

15%

左右， 按照每年

600

公里线路

建设投资

60

亿元计算， 每年可节

约外汇

10

多亿元； 加之后期服务、

零配件更新等维护成本， 全生命

周期的成本将更加经济。

北交大党委书记曹国永说 ：

“当前， 正是国家信息化、 城镇化

特别是高速铁路建设和轨道交通

迅速发展的重大机遇。 作为首批

‘

211

工程’ 和 ‘

985

工程’、 ‘优

势学科创新平台’ 项目重点建设

高校， 我们在信息技术、 轨道交

通等领域具有鲜明的优势和特色。

学校将坚定不移地主动服务国家、

行业及区域发展需求， 积极开展

科学研究， 培养领导和骨干人才，

为国家和行业、 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高校参与科技协同创新系列报道之一

■

编者按

当今世界， 创新已经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创新

型国家建设， 而科技创新需

要重视解决的问题就是分

散、封闭和低效。 因此，以重

点学科建设为基础， 以体制

机制改革为重点， 以推动高

校和社会创新力量协同创新

为纽带，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

设， 成为国家创新能力提升

的主要途径。 本报从今天开

始推出 “高校参与科技协同

创新系列报道”，介绍部分高

校的经验和做法，敬请关注。

校园小小“残奥会”

荩10

月

12

日，在第八届全国残奥会开幕之际，重庆市永川区特殊教育学校

以“庆残奥 我运动 我快乐”为主题，举办趣味运动会，

100

多名师生分别参加了

跳绳、篮球、羽毛球等项目比赛。 图为学生在进行带球前进比赛。 陈仕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