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2011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四

主编： 黄蔚 编辑： 余闯 新闻线索：

xinwen@edumail.com.cn

新闻

XINWEN

我曾做过教师，读研深造后想重回教学岗位，却发现面临“年龄门槛”———

研究生报考教师能否放宽年龄？

中国教育报：

我原是安徽无为县在编在岗

的教师，

1998

年工作，

2009

年带

着充电深造的目的考取安徽师范

大学研究生， 明年即将毕业。 我

本想回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却

得知本县今年出台新规定， 研究

生

32

周岁以下才可报考教师， 而

以往都是按毕业届别报考。 这一

规定的变更， 使超过

32

岁的我陷

入了学成归来却回报无门的尴尬

境地。

我多方查阅发现， 目前各地

中小学教师招聘一般都有年龄限

制， 除个别地方放宽年龄， 大多

数地方教育局设定年龄在

35

岁以下，

而这种限定使得一些

35

岁以上、

40

岁以下， 正值工作黄金期的研究生

失去了报考资格。 面对这种 “

35

岁

障碍”， 像我这样不到

40

岁的职场年

轻人竟早早有了迟暮的感觉。

我认为， 每个行业的评价标准

不一， 关键是年龄要与具体职业挂

钩， 制定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和合理

性。 只要求职者具有相应工作岗位

的劳动能力或劳动经验， 年龄不应

成为人才的分水岭。

国家倡导终身学习， 建设学习

型社会， 希望教育部门的规定能根

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 例如可对

研究生以上学历层次报考中小学教

师年龄放宽至

40

岁， 做到不拘一格

用人才。

■

安徽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 院

周福霞

满车厢的人都夸赞那个女孩

———网友微博报长春中医药大学女研究生殷楠列车上救人

“

4

日在图们至长春的

K7366

次列

车上，一个阿姨突发心脏病，一个学医

的研究生一直关心照顾着发病的阿

姨。满车厢的人都夸赞这个女孩，可她

从头到尾一直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

祝福这个阿姨早日健康， 祝福这个女

研究生好人一生平安。 ”

这是一条新浪微博，除了文字，微

博里还配发了

3

张女孩救人时的照片。

网友们纷纷转载这条微博， 并希望可

以找到这位“长春最美女研究生”。

原来， 正在行驶的

K7366

次列车

上，广播里突然传来求助信息，

2

号车

厢一位乘客突然发病，请列车上有医

学知识的乘客前去救助这位病人 。

一个女孩赶到了那位患病的中年妇

女身边， 病人脸色泛白瘫在座位上。

女孩在了解完情况后， 给病人喂了

一粒速效救心丸， 并一直守在她身

边 ， 安慰她 ， 还悉心地为她按摩 。

直到病人好转 ， 女孩才默默离开 。

当发帖者问她姓名时， 女孩只说自

己是长春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 并

没有透漏姓名， 她说： “我是学医

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挺身而

出的， 而我只是尽了责任， 照顾一

下病人，也不需要留下姓名啊。 ”

得知学校有学生在火车上救人

后， 长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团委

书记李瑞丽从

1000

多名研究生里找出

了殷楠， 她是中医内科研二的学生，

目前正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实

习。“如果不是被传到了网上， 我们也

不会知道。 学校现在让全校万余名师

生都向她学习。” 李瑞丽说。

24

岁的殷楠个子并不高，可是背

包却特别重，因为她背包里有一般人

都没有的针灸针和紧急救命药。

“从本科到现在， 全加在一起我

已经临床实习两年了， 经常同老师

出诊， 学到了很多东西。 每当看到

病人难受的表情和眼睛里的期待 ，

我都会对自己说， 一定要努力， 成

为一名好医生。” 殷楠坚定地说。

一名网友说：“在这个医患纠纷

频发、 好人救人总被误解的社会，能

有人肯挺身出来救人，真是难能可贵

啊！最美女研究生，我挺你！希望社会

上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

■

本报记者 刘文彧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表

总体评价 非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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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意见 （可另附页）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校 （单位）

职 务 联系方式

首届中华文化经典教育经验

交流暨成果展演会议通知

主办单位：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指导中心

中国少年儿童手拉手艺术团

会议时间：

2011

年

11

月

25

日至

27

日

会议地点：中华文化学院（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参加对象：从事中华文化传承及教育工作的优秀老师、学校领

导和学生代表，经典教育专家及经典教育机构负责人。

会议内容：经典教育学术报告、经典教育经验交流、成果展演

展示及表彰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等（详见网站通知）。

注意事项：

1.

中华文化经典教育经验交流文章控制在

1500

字左右，交流时

长以

5-10

分钟为宜。

2.

展演节目表现形式不限，只要是表现中华文化经典教育内容

的皆可，如诵读、礼仪、戏剧、曲艺、太极、武术、茶道、山歌、歌舞、器

乐等艺术形式均可报名参加，节目时长

5-10

分钟为宜。

3.

符合表彰条件的单位、个人均可申报各表彰项目。

4.

参加会议的个人及单位请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前将会议报名

表、论文、各类申报表传至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或指定邮箱）。

联 系 人：吕涛 路俊淼 刘倩倩

联系电话：

010-68467150

（传真）

010-68467748

转

829/887/807

电子邮箱：

zqsysb@126.com

官方网站：

http://www.cydev.org

《课堂教学中的一百个怎么办？ 》征稿启事

无论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 还是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

教师，都会在课堂教学中遇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 能否正确

处理这些突发情况，引导课堂教学向好的方向发展，又往往体现出一个

教师综合素质的高低。 问题处理得好，往往峰回路转，别有洞天，收到出

乎意料的教学效果；处理得不好，则会损害老师威信，损害师生关系和

同学关系，挫伤学生的积极性，甚至还会激化矛盾，使矛盾向更大的范

围扩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为了给广大一线教师提供课堂教学工作中的

有益借鉴，也为了给老师们提供可以举一反三的宝贵经验，我中心特组

织编写《课堂教学中的一百个怎么办？ 》一书，并正式出版发行。

具体要求如下：

一、选材：“一百个”只是个概数。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原因，课堂教

学中发生的实际问题远远不止一百个， 要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典型

案例 （在你身边发生过的， 现在或者将来也可能会在别的老师身边发

生）为文章切入点。

二、体例：

1.

讲述案例。 讲述案例经过要具体，即：这个案例是在什么

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对你的正常教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

处置案例。 对

于这个突发情况，你当时进行了怎样的分析判断，采取了哪些处理措施，

取得了怎样的课堂教学效果和课后延伸效果。

3.

总结案例。这部分的内容

很重要，要有理有据，简明扼要；还可以对处理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之处进

行反思，追述尚可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措施。

文风要生动活泼，好看有趣又实用。 篇幅在

1500

字左右。

三、截稿时间：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四、注意事项：

1.

本次征稿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采用，即按国家标准

向作者支付稿酬；

2.

投稿方法请登录中国书刊信息网，查看“公告”栏目。

中国书刊信息网网址：

http://www.zgskxx.com

北京市指点江山文化传播中心

2011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教育报刊社、重庆市教育评估院主办

重庆市渝中区教委、重庆市中华路小学承办

全国小学公民素养教育研讨会通知

（

2011

年

10

月

22

日

-23

日 重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中明

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

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要求。 从小学阶段就着眼

培养合格公民，是学校在素质教育中必须探索的重要命题。 为进一

步加强小学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中国教育报刊社和重

庆市教育评估院定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

-23

日在重庆市中华路小学

百年校庆期间联合举办“全国小学公民素养教育研讨会”。

研讨会力邀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著名教育专家及知名学

校校长作专题报告和经验交流。

会议主题： 小学公民教育的实施策略

小学公民教育的评价标准

联系电话：

13983812694

周老师

13883047656

欠老师

010-82296869

孙老师

010-82296874

（传真）

邮 件：

jypx@edumail.com.cn 454264896@qq.com

网 址：

www.jybpx.com.cn http://cee.gov.cn

http://www.cq2e.com

欢迎撰写论文， 欢迎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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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征求意见稿）

一 、 爱国守法 。 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遵

守宪法和法律法规， 贯彻党和国

家教育方针， 依法履行教师职责，

维护社会稳定和校园和谐。 不得

有损害国家利益和不利于学生健

康成长的言行。

二、 敬业爱生。 忠诚人民教

育事业， 树立崇高职业理想， 以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和文化传承创新为己任。 恪尽职

守， 终身学习， 刻苦钻研， 甘于

奉献。 真心关爱学生， 严格要求

学生， 公正对待学生， 做学生良

师益友。 不得损害学生和学校的

合法权益。

三、 教书育人。 坚持育人为

本 ， 立德树人 。 遵循教育规律 ，

实施素质教育 。 注重学思结合 ，

知行合一， 因材施教， 不断提高

教育质量。 严慈相济， 教学相长。

尊重学生个性， 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不拒绝学生的合理要求， 不

得从事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

四、 严谨治学。 弘扬科学精

神， 勇于探索， 追求真理， 修正

错误。 实事求是， 发扬民主， 团

结合作， 协同创新。 秉持学术良

知， 恪守学术规范。 尊重他人劳

动和学术成果， 维护学术自由和

学术尊严。 诚实守信， 力戒浮躁。

坚决抵制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

为。

五、服务社会。勇担社会责任，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

服务。 传播优秀文化，普及科学知

识。热心公益，服务大众。积极参与

社会实践， 自觉承担社会义务，主

动提供专业服务。坚决反对滥用学

术资源和学术影响。

六 、 为人师表 。 学为人师 ，

行为世范。 淡泊名利， 志存高远。

树立优良学风教风， 以高尚师德、

人格魅力和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

生。 模范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社

会正义， 引领社会风尚。 言行雅

正， 举止文明。 自尊自律， 清廉

从教， 以身作则。 自觉抵制有损

教师职业声誉的行为。

乌兰察布中小学

教师在京参训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近日，

2011

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中小学教师培训在北京教育学院

开班。 在为期

10

天的时间里， 来

自乌兰察布市的

120

名中小学校长

和教师， 将通过专家讲座、 集体

研讨、 实地考察等提升校长领导

力和教师教学水平。

� �

每日传真

荩荩荩

河北今年将招千名

研究生中学任教

本报讯 （记者 杨占苍） 记

者日前获悉， 今年， 河北全省将

招近千名研究生到中学任教， 是

河北省历史上研究生学历教师进

入中学任教数量最多的一年。 邢

台市直学校新进教师由市委、 市

政府统一组织， 公开面向全国招

聘， 非研究生学历教师不能进入

市直学校任教。

如向日葵那样迎着太阳生活

———记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09级女生何平

5

岁就到花炮厂打零工， 用稚嫩

的双手补贴家用；

17

岁， 多方筹钱

救治重病的父亲和弟弟；

20

岁， 带

着患病的弟弟上大学； 她是家里的

顶梁柱， 打多份工支撑家庭， 有时

一天睡眠时间不足

5

个小时； 她成绩

优异，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多项

奖励。 她的经历叫人心酸， 她的精

神更令人敬佩。

她说她喜欢向日葵， 总是向着

太阳生长， 将阴影抛在脑后。

她叫何平， 是湖南科技大学外

国语学院

2009

级学生。

爸爸：“亏欠了女儿”

1991

年，何平出生在浏阳市澄潭

江镇吾田村的一个贫困家庭。 母亲早

年患有脑膜炎后遗症，后来发展成间

歇性精神病。 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切

除脾脏，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

何平

12

岁那年， 弟弟何君出生

了， 全家人都很高兴。 但不幸的是，

弟弟竟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妈妈

的病反复发作 ， 爸爸生活能力差 ，

照顾何君的责任就落到了还是个孩

子的何平身上。 何平每天晚上搂着

弟弟睡觉， 由于弟弟经常尿床， 何

平根本睡不好， 遇到弟弟发烧、 感

冒， 还得通宵守着弟弟。 姐姐的脊

背， 成了小何君温暖的港湾。

2006

年 ，

15

岁的何平考入省示

范性高中浏阳一中。 她抓紧一切时

间刻苦学习， 成绩特别好， 对未来

充满着期待。

2008

年

3

月的一天，何平的父亲突

然中风引发脑出血， 颅内手术治疗需

要数万元的费用， 对于这个困窘的家

庭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救父亲的命，何平选择了坚强

面对。 这个

17

岁的女孩一边在医院通

宵达旦守护父亲，一边找亲友、各级

民政部门、慈善部门和社会团体筹集

医药费， 甚至在村上负责人的带领

下，在吾田村挨家挨户募捐。

爸爸终于得救了，但因为中风带

来的后遗症， 从此落下了癫痫病，双

脚也无法直立行走。 出院那天，爸爸

拉着何平的手泪流满面，说不出一个

字。 懂事的何平知道爸爸的心思，强

忍着泪水安慰他：“爸爸， 没关系，我

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

谈及往事， 何平的爸爸数次老

泪纵横 ： “没有何平 ， 这个家早就

垮了 ”， “亏欠了女儿 ”…… “爸爸 ，

我觉得没什么 ”， “没有爸爸 ，也没

有我的今天 。”坐在旁边的何平，一

边轻声细语地劝慰父亲，一边给父亲

擦眼泪。

弟弟：“我的姐姐像爸爸”

9

月

19

日的湘潭， 仿佛一下进入

了冬天。 第四节课下课， 何平匆忙

往 “家” 中赶， 她得回去给弟弟加

衣服。 “姐姐对你好吗？” 面对笔者

的提问， 何君腼腆地说： “好， 我

的姐姐像爸爸。”

带着患病的弟弟上学， 始于今

年

4

月。 有一天， 何平回去给爸爸送

药， 发现

8

岁的弟弟咳嗽得很厉害，

于是焦急地带着弟弟去看病。 经过

检查， 医生告诉她， 因为先天性心

脏病、 长期营养不良等原因， 弟弟

发育迟缓， 而且血铅严重超标。 望

着身高只有一米多 、 体重

15

公斤 、

发育仅及正常

5

岁儿童水平的弟弟，

何平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学校后，何平寝食难安。 怎

么办？ 把弟弟接到学校来，由自己照

顾。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她就再也

无法抹去。 何平用真诚打动了湖南科

大附属学校负责人，转学手续很快办

好了，学杂费也免去了。

“

6

：

00

起床， 读英语 ；

12

：

40

检查何君作业 ；

19

：

30

带何君晚

自习……”在房间墙壁上，贴着一张

写得密密麻麻的作息表，内容大部分

跟弟弟有关，而且很多内容是姐弟同

步， 甚至在转两趟车去做家教时，何

平都带着弟弟。

弟弟来到身边后， 何平更像个陀

螺一样超负荷运转着，做事、走路甚至

吃饭都加快了一倍， 但时间还是不够

用。 这个

20

岁的女孩，每天最多睡

5

个

小时。在课间，她时常趴在课桌上眯一

会儿，为的是让下节课清醒些。如果实

在太困了，她就干脆站着听课。

何平从不逛街， 个人花销能省

就省。 在学校食堂， 何平每餐吃的

是 “无荤餐”， 为的是换来弟弟每顿

饭有荤菜， 每两天一个苹果、 一杯

牛奶。 在何平的精心照料下， 几个

月下来， 弟弟身体好了很多， 身高

增高了 ， 体重增加了

,

性格变得开

朗， 成绩也进步了。

老师和同学：“对于别

人给自己的帮助， 哪怕是

一块钱，她都要记下来”

“小背篓，晃悠悠……”刚进外语

楼大厅，一阵优美的歌声传来，何平

在勤工俭学打扫楼道卫生，边拖地边

唱歌， 已经成为外语楼的一个风景。

一直在资助何平的校党委副书记刘

建武说：“我和爱人就被她愉快的歌

声打动了。 ”

“她的笑点很低。 ”同班同学周爱

湘说。 在采访中，何平总是在笑，脸上

看不出一点烦恼和难过。

“面对这么多困难 ， 你不伤心

吗？ ”

“当然有。 当特别难过时，我会唱

歌，我还会跑步，拼了命地跑，直到跑

得脸上的泪水什么时候干了都不知

道。 ”

大学班主任李晓韵介绍说，今年

9

月班上发放新一学年度的贫困生补

助，共有

8

个名额。 何平听说有

9

个同

学报名，就主动跟李晓韵联系，说自

己评过一次，今年不报名了。 李晓韵

有点着急，因为评上贫困生后，何平

可以获得几千元的补助，还有资格申

请国家励志奖学金。 “我现在得到了

学校和社会的帮助，怎么能还去跟同

学争？ ”何平的放弃，让李晓韵印象特

别深刻。

在何平的

QQ

空间上， 隔几天就

有一长串名单和数字，那是帮助她的

好心人的名字，还有学校、地方政府

和社会给予她的资助。 “对于别人给

自己的帮助，哪怕是一块钱，何平都

要记下来。 她是一个特别知道好歹的

妹子。 ”看着何平长大的邻居杨瑞华

说。

“帮助别人，就像吃一颗糖，回味

起来很甜。 ”何平说，“如果每个人在

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

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好。 ”

过几天何平准备搬到校园里去

住了，学校给她和弟弟安排了一间房

子， 正在粉刷。 “我好期待早点搬

进去。” 何平说， 学校每个月发给她

的各类补助，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捐

助， 加上几份兼职， 她和弟弟的生

活费、 爸爸的住院费及医药费就有

了

,

学校还免了她大三和大四的学

费 。 “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我要像向日葵

一样， 迎着太阳生活！” 对于未来，

何平的眼里充满自信。

■

邹平辉 柯大兴

复旦成立当代中国

社会生活资料中心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复

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

心近日成立。 中心将依托中国田

野调查， 构建与民间组织、 地方

政府、 学术机构等的全方位合作

体系， 使学术界知识体系与民间

智慧和文化相对接， 生发原创性

的学术思想。

读者来信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

邮箱：

rmlx2011@sina.com

【画中有

话

】

新华社发

淑女可速成？

日前武汉某高校开设淑女班， 受到女大学生热

捧， 仅两天已有

40

多名女生报名参加。 淑女班的

选拔要求是： 形象气质好， 身高

155

厘米至

175

厘

米， 具有优雅女性的潜质。

高校倡导素质教育办学理念， 开办特色班寻求

专业创新， 这原本无可厚非。 如果能通过训练提高

学生的品德修养， 熏陶培养出充满智慧、 举止优

雅、 气质脱俗的女性， 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 但应

当注意的是， 一旦该培训班的定位流于媚俗， 甚至

成为一种变相 “选美”， 那就脱离了高等教育的正

常轨道， 不免沦为社会功利化倾向的牺牲品了。

刘琴

/

文

CFP

供图

（上接第一版）

《意见》 强调， 要按照教育系

统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活动的

目标任务， 精心设计载体， 搭建

活动平台， 推动教育系统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紧紧围绕中心工

作创建先进、 争当优秀。 要普遍

开展 “亮标准、 亮身份、 亮承诺，

比技能、 比作风、 比业绩， 群众

评议、 党员互评、 领导点评” 活

动， 不断掀起 “争做落实纲要标

兵、 争建群众满意机关、 争创人

民满意学校、 争当学生喜爱教师”

的热潮。

《意见》 要求， 深入开展 “为

民服务创先争优” 活动是整个创

先争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

地、 各学校要高度重视， 加强领

导， 精心组织。 要落实工作责任，

坚持党群共建 ， 注意总结经验 ，

加强典型宣传 ， 确保教育系统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活动各项任

务落到实处。

北京海淀设德育

专项奖励资金

本报讯 （记者 赵秀红） 记

者从近日召开的北京市海淀区德

育工作会上获悉， 海淀将完善德

育工作激励机制， 设立德育工作

专项奖励资金， 用于奖励德育工

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积极探索创

新学校德育内容、 机制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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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和弟弟在校园里。 唐亚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