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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高龄杨振宁弯身与学子互动

■

本报记者 万玉凤

4月18日下午5点17

分， 中国农业大学曾宪梓

报告厅沸腾了： 讲台上，

90岁高龄的杨振宁先生，

起身离开坐椅， 一小步一

小步地走到台前， 弯腰倾

听坐在台下一名女生的提

问； 讲台下， 目睹这一幕

的1200多名学子， 看呆

了， 几秒沉静之后， 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4月18日下午， 诺贝尔奖获得者、 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

应邀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以 《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 为题， 给在校生

作了一场为时一个半小时的主题报告， 分享青少年时期在西南联大的

学习成长经历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的经验。

能容纳1000多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 台前、 走道也挤满了学生， 整个

报告厅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主题报告结束后， 慕名而来的学子迫不及待地举手提问， 主持人

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台下席地而坐的一名女生。 由于人太多， 工

作人员还未将麦克风传递到她手上， 她已开始提问， 就在这时， 谁也

没想到的是， 上场时被搀扶着走上讲台的杨老先生， 自己缓缓起身，

一步一步挪到台前， 弯下身子想听清楚这名女生在问什么。

这一举动震惊所有在场的学生。 “天哪！ 杨老师太让人感动了！”

坐在记者身旁的水利工程专业学生李笑秋看到这一幕， 情不自禁地惊

呼， “大师就是大师！”

“太震撼了！ 讲到具体的学习和研究方法， 有些未必听得懂， 但

名家的品德和风范， 却让我们受益匪浅。” 报告会结束后， 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大二学生袁野仍意犹未尽。

46个各族学生的汉族“爸爸”

（上接第一版）

报考公务员、 应聘事

业单位职位的， 在军队服现役经历

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同等条件下应

当优先录用或者聘用； 按照国家规

定发给退役金， 由安置地的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接收； 退役后一年

内可视同高校应届毕业生办理就业

报到手续， 户档随迁。

此外， 为帮助广大毕业生了解

入伍预征有关政策， 4月23日至27

日，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国防部征

兵办公室将共同举办“2012年高校

应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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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立体化平台与专家互动。

2012届高校毕业生

入伍预征网上报名启动

江苏将艺术课程纳入学校考评

每5年组织一轮专项督导

本报常州

4

月

18

日讯

(

记者 缪志聪）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江苏中

小学艺术教育工作会议上获悉， 今后江苏将把艺术课程的开齐开足情

况纳入中小学办学水平综合评价和年度绩效考核体系， 加重艺术教育

在教育督导和评估指标中的权重， 力争做到让每个学生在校期间有一

次登台表演的机会。

江苏提出，农村学校要保证艺术课程开齐开足，城市及经济发达地

区的学校要做到开足开好艺术课程， 全省每5年组织一轮学校艺术教育

专项督导。 各地将学校艺术教育评估纳入学校办学水平综合评价、年度

绩效考核体系，将学生学习艺术课程和参加艺术活动情况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对学校艺术教育持续下降的地区，以及未能开齐开足艺

术课程的中小学和校长在评优、评先、合格性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

【读者支

招

】

优质校本资源平台

建设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 赵小雅）

日前，

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外语专业委员

会与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举办的“优质校本教学资源平台建

设研讨会暨框架协议签约会” 在北

京举办。 举办方将通过开发优质校

本教学资源平台， 提供网络课程

等， 为外语教学提供更多的优质资

源。

让教师每天都锻炼

中国教育报：

贵报3月29日登载了《别让教师

带病上课》，我读后深有同感。我们这

里也有许多教师经常带病工作。

为增强教师的体质， 从上学期开

始， 我镇有两所学校组建了教师运动

队，并规定每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没

有课的教师全部参加体育锻炼， 学校

值日领导记考勤。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

炼，很多教师的病痛消除了，上班的精

神状态变好了， 教师们从体育锻炼中

尝到了甜头，都主动参与锻炼。

■

湖北省汉川市脉旺镇北街小

学 王少国

教代会成员一换再换，多年来却从未见到一张选票——

谁剥夺了我的选举权？

中国教育报：

几天前，、 见到学校绩效工资

考核发放表时，我颇感失落。同样

在上班， 课时也并不比别的同事

少，但绩效工资却比一些同事差了

一大截。

当我对校领导谈到对考核结果

的疑惑与不满时， 领导告诉我， 不

要与他谈论这个问题。 理由“相当

充分” ———学校的考核方案是由

“教代会” 成员共同提出、 讨论并通

过的。 因此， 如果有疑问或想法，

得先去找“教代会” 成员， 让他们

提出议案，再到“教代会”会议上讨

论。如果能通过，才有修改的可能。

这又使我产生一个疑问，谁代表

我选举出了“教代会”？说实话，我知

道学校成立“教代会”已经很多年了，

但至今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成立的，具

体有哪些成员。并且“教代会”成员一

换再换，多年来我却从来没有见到一

张选票。

当我质疑“教代会”的成立是否规

范，是否经过选举时，领导给我的解释

是，可能在选举那天我请假了。想想也

有这种可能， 但这个解释没能得到在

场同事的认可， 因为他们也没看到一

张选票，更未参加过一次选举。

基于这么多同事的质疑，领导又

给了我另外一种解释———参与选举

“教代会”成员的老师，得先由学校考

察，入围后才有参与选举与被选举的

权利。 对于这样的解释我更无法接

受，作为学校的一名教师，我必须先

经过学校的考察认证才能拥有选举

“教代会”成员的权利吗？

至此，我已无意考虑我的绩效工

资，也无意去考虑这样的“教代会”是

否能够担负起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监

督的职责。 我只是想问问，谁剥夺了

我的选举权， 而谁又在理直气壮地

“代表” 着我。 ■

安徽芜湖 贝代彪

读者来信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

邮箱：

rmlx2011@sina.com

农村小学男女教师比例失衡，影响学生意志品质培养———

教师多是“娘子军”该改改了

中国教育报：

近年来， 我发现， 农村小学

男女教师比例失衡， 呈现出严

重的“女性化” 倾向， 令人担

忧。

当地的一所中心小学， 有72

名教师， 女教师就有60人， 占全

校教师的80%以上。 用“女人半

边天” 来形容已远远不够。

为解决农村小学师资紧缺的

问题， 这几年， 我市每年都要公

开录用近100名新教师。 据了解，

这些录用的教师中， 女性比例达到

85%以上， 男性寥寥无几。

有位细心的家长表示疑惑 ：

“现在小学教师怎么是清一色的‘娘

子军’？” 一位小学男教师也很是感

慨： “在办公室， 只有我一个男的，

感到很压抑， 连开个玩笑都不方

便。”

有资料显示， 男性的性别形象

倾向于积极进取、 聪明顽劣、 有能

力、 大度等； 而女性则倾向于顺从、

缺乏竞争意识、 认真、 富有爱心等。

若一直置于女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之下， 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勇气、 胆

量、 宽容等意志品质。 还会让一些

男生少了“阳刚之气”， 甚至会造成

个别学生心理缺陷， 影响学生健全

人格的形成。

如何吸引更多的男性优秀人才

投身小学教育， 解决小学教师“女

性化” 倾向日趋严重的问题， 请有

关部门认真研究。

■

湖南省武冈市邓元泰中学

刘传斌

部委新闻

那一刻，师德在激流中闪现

———追记舍己救人的胶州市铺集镇教育办管廷江老师

■

本报记者 孙军

他， 是热爱生命的， 所以才会

如此珍惜他人的生命！ 他， 年仅40

岁， 却用自己的义举， 书写了人间

的真善和大爱。

3月27日晚7时左右， 一辆黑色

轿车由西向东行驶到青岛胶州市铺

集镇于家庄西侧胶河的一座漫水桥

上时， 突然失控， 车辆扎进了河中。

落水的地方水深有三四米左右， 轿

车起初还漂在河中。 正在附近散步

的胶州市铺集镇教育办财务报账员

管廷江听到呼救声后， 立即跑了过

来。 他看见桥下漂着的黑色轿车，

二话没说， 立即脱下上衣， 将手机

等用衣服一包， 放在岸边， 就跳进

河中救人。 管廷江接近轿车， 扶着

车身， 一点点移向车头， 同时不停

地拍打车窗， 让司机知道有人来救

援。 困在轿车中的女司机打开车窗

玻璃， 从车里爬了出来。 管廷江牵

住她的手后， 慢慢朝岸边游去。 就

在离岸边越来越近的时候， 他们却

突然沉了下去， 再也没有上来……

管廷江1972年出生于胶州市铺

集镇青冢泊村的一个贫困家庭， 从

小聪明好学， 孝敬父母。 无论在村

里， 还是在单位， 只要一谈起管廷

江， 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村里的

邻居说， 管廷江是孝子。 父母年纪

大了， 身体不好， 管廷江只要周末

有空就回家看望父母， 不是捎药就

是捎钱。 同事说， 管廷江是模范丈

夫。 儿子在胶州市第二中学读高一，

爱人刘金慧在胶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工作， 经常值夜班、 加班， 生活琐

事几乎全部落到了管廷江的肩上。

管廷江也是一位公认的好教师。

1992年， 他从青岛胶州师范学校毕

业后， 来到铺集镇最偏远的一所村

小任教。 1993年在铺集镇优质课大

比武中， 管廷江展示了六年级数学

“圆柱与圆锥” 一课， 他利用硬纸壳

给学生制作了28套教具， 把复杂抽

象的数学知识讲得通俗易懂， 这节

课获得全镇一等奖。 他的学生张凡

说： “听管老师讲课， 不知不觉就

到下课时间了， 真的是一种享受。”

他先后担任铺集镇张家屯小学数学

教研组长、 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并荣获胶州市教学能手称号。

因工作需要， 管廷江还在铺集

镇二十三中教了7年的物理课。 二十

三中的同事回忆起他， 都说他是一

个热心人。 迟桂才老师结婚后没有

住房， 当时管廷江住在学校宿舍楼

上， 得知这一情况， 他主动把自己闲

置的4间平房腾出来给迟老师住。 物理

组教师苗帅刚参加工作时， 管廷江主

动和苗帅一起研究教材、 听课、 评析，

使苗帅很快成为一名业务骨干。 学生

王蕾对管廷江非常感激， 她说： “在

我上学期间，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因

缺少和父母沟通， 我曾一度产生辍学

的想法。 管老师了解到我的情况后，

多次找我谈心， 节假日把我领回他家

和他们一起生活， 使我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 让我对生活有了信心， 学习有

了劲头。” 现在， 王蕾已经是大二的一

名学生了。

2009年8月， 管廷江调到铺集镇教

育办工作。 镇教育办主任黄善勤告诉

记者： “他工作非常努力， 我们每天8

点半上班， 但是他每天7点半就赶过来

了。” 面对陌生的报账工作， 他虚心好

学， 业务水平迅速提高。 有时各项报

表时间紧、 任务重， 他就利用周末时

间加班加点地干。 每当教师出现工资、

医疗等各种卡丢失或损坏的情况， 管

廷江总是不厌其烦， 及时帮助老师将

卡补办齐。 2010年他被评为“优秀报

账员”， 2011年他又成为了胶州市政协

委员。

记者了解到， 噩耗传来后， 胶州

市教体局党委书记、 局长于龙春马上

带着慰问金看望了管廷江家属。 青岛

市教育局副局长张锡科随后代表市教

育局也去慰问管老师家属， 并送去慰

问金。 铺集镇也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和

单位学习管廷江见义勇为的感人事迹。

管廷江是胶州教育的骄傲， 胶州市教

体局追授管廷江“胶州市师德标兵”，

同时号召全市广大教师学习他的崇高

精神。

教育部直属机关

在贵州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本报贵州

4

月

18

日讯 （记者 张东）

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组织部

分党务干部今天走进贵州， 与贵州省教育厅机关干部联合开展为期5

天的“走红路、 帮老区、 强教育、 促发展” 主题实践活动。 本次活动

是教育部直属机关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深入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的重要

内容， 也是进一步推动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举措， 对推

动教育部直属机关党组织与基层教育单位党组织间的党员队伍联建，

活动载体联创， 事业发展联推， 服务师生联做有重要促进作用。

活动期间， 党务干部们将深入革命老区， 缅怀革命先烈， 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 同时前往安顺、 仁怀、 习水等县市的教育一线， 实地考

察基层教育情况， 了解西部地区教育改革发展实际， 帮助基层解决实

际问题。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诚聘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是国家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我国首所生物

工程类普通本科高校， 也是湖北省首所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独

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学校现设置

23

个本科专业和

34

个专

科专业， 普通全日制在校生

19000

余人。 现诚聘以下人才：

一 、 艺术系 、 体育系 、 制药工程系 、 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筹）、 旅游管理系 （筹） 正 （副） 系主任， 各

1-2

名。

任职条件： 本科以上学历， 副高以上职称，

62

周岁以下， 身

体健康， 精力充沛； 热爱民办高教事业， 有丰富的普通高校院系

教学管理经验， 能全职工作者优先。

二、 机电类、 土建类、 体育类、 艺术类、 管理类、 生物类、

外语类等专业专兼职教授， 共

20

名。

任职条件： 副高以上职称，

62

周岁以下， 身体健康， 有高校

专职任教经验。

三、 待遇： 从优， 面议。

四、 应聘办法： 详见学校网站

http://www.whsw.cn

联系电话：

027-89649881

联系人： 姚老师

电子邮箱：

boshizhaopin@163.com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阳逻经济开发区汉施路

1

号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人事处

邮 编：

430415

安庆九一六学校是百年名校安庆一中与合肥点艺传媒公司倾巨资打造的

一所全日制民办学校，与安庆一中同宗同源，资源共享。 学校地处安庆市大桥

经济开发区政务文化中心，与秀丽的神灵潭毗邻；学校占地 315亩，总投资 1.5

亿元，建筑面积 15.3万平方米，各种现代化教育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学校现有

初中部、高中部在校生 2200余人，教职工近 200人。 因发展需要，现向全国诚

聘初中、高中各科优秀教师 30人左右。

一、招聘条件和要求:

� � 1.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为人诚实，爱岗敬业；

2.名、优、特教师应具有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年龄需在 45 周岁以

下，本科以上学历（业绩非常突出者可适当放宽），有班主任工作经验者优先

录用；

3.应届毕业生必须是全日制师范类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省级“双

优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优先录用。

二、聘用待遇和福利：

我校本着“多劳多得、优质优酬、拔尖重奖”的分配机制和“事业留人、感情

留人、待遇留人”的管理理念，公开承诺兑现以下待遇和福利：特级教师年薪 10

万—14万元，学科带头人年薪 8万—10万元，骨干教师、优秀教师年薪 4万—

8万元，应届生年薪 2万—4万元；办理“五险”及人事代理；享受国家法定假日。

三、招聘程序及办法：

所有应聘者于 4月 30日前在我校网站上下载《安庆九一六学校人事履历

表》填好后将本人详细简历和《履历表》一同寄往我校办公室；5月 2日笔试，5月

3—4日试讲，详情可登录我校网站查询。

四、学校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安庆市大桥开发区元山路安庆九一六学校办公室

联系人：唐老师

电话：（0556）5467008� � 网址：www.aq916.net

� � 邮编：246000� � � � � ������邮箱：916kj@163.com

诚聘中学各科教师

全国内地西藏新疆中职班

管理工作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由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内地西藏中职班、

内地新疆中职班管理工作研讨会日前在新疆和田市召开， 会议提出要

进一步完善内地中职班招生管理办法， 改革教学方法， 创新培养模

式，积极推进内地中职班学生与当地学生混合编班模式，让来自西藏、

新疆的学生与内地学生一起生活、学习和实习，共同提高，共同成长。

会议提出， 要采取有效措施， 着重加强内地中职班学生专业基础

课学习， 同时， 将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和毕业设计结合起来。

据介绍， 2010年、 2011年国家分别启动实施内地西藏中职班、

内地新疆中职班教育惠民工程。 内地西藏中职班2010年、 2011年各

招生3000人， 2012年招生4000人， 2013年后每年招生规模稳定在

5000人， 2015年在校生规模达到并稳定在1.5万人； 内地新疆中职班

每年招生3300人， 到2013年在校生规模达到并稳定在1万人。

目前，内地西藏中职班在校生5800名，分布在12个省、直辖市的46所

办班学校；内地新疆中职班在校生3300人，分布在9个省、直辖市的31所办

班学校。

新闻现场

玩“电击口香糖”有害

近日， 笔者在上课时， 忽然看到有一个学

生不注意听课， 忙走到他座位前， 见他在玩一

种外形很像口香糖的玩具。

这种玩具叫 “电击口香糖 ”， 有绿 、 黄 、

白三种颜色， 其中一片裸露在外， 人一旦往外

拉就会被电击。 该玩具在学校周边附近的小摊

档、 杂货店均有出售， 出于好奇心理， 常有一

些小学生购买， 并用它与同学开玩笑 、 寻刺

激。 笔者发现， 该玩具生产厂家、 地址、 电话

以及质量合格证等都没有。 据医生称， 儿童在

被这种玩具电到后， 尽管在一段时间内手臂感

觉会恢复正常， 但在被电击的瞬间， 神经可能

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 建议学校、 家长提醒

孩子， 不要为了小小的刺激， 玩这种伤害身体

的 “电击口香糖”。 吴家宁 文

/

摄

【画中有

话

】

每日传真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

成立

本报上海

4

月

18

日讯 （记者 董

少校）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今天揭

牌成立， 协会将在民办学校和政府、

社会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实现行业

自律与管理功能，为民办学校的水平

提升做好服务工作。上海目前有民办

高校20所，民办中学106所，民办小学

181所，民办幼儿园459所。

海西20城教师培训

协作会举行

本报福州

4

月

18

日讯 （记者 龙

超凡）

今天， 2012年海西20城教师培

训协作会在福州举行， 重点研讨开展

海西20城中小学教师、 校长培训合作

的途径与方法， 提升中小学教师、 校

长培训质量。 会上， 福建教育学院与

浙、 赣、 粤教师进修院校签订了合作

协议。

（上接第一版）

手术做完了， 非常成功。 易延坚在

周华身边守护了三天三夜。 护士们都很

感动， 说易延坚对周华就像对自己的亲

生儿子一样。 对于易延坚在自己身上倾

注的爱， 周华说， 自己几天几夜也说不

完。

从2000年住进易延坚家里， 周华已

在这个家生活了6年， 他早已视易延坚如

生父， 而易延坚也把周华当作自己的孩

子。

生活简朴得令人心酸

走进易延坚的家， 记者惊呆了： 这

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教授的家啊， 简朴得

令人心酸。

15年前买的一个沙发， 已经破败不

堪了， 扶手已经塌陷， 低矮的座位坐下

去就很难站起来。 没有冰箱， 更没有空

调， 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台1000元钱的

老电视机了。 易延坚的床是用6块木板铺

就的， 下面用4个木凳作支撑， 有个木凳

不够高， 还垫了一块砖头。

“为什么不买些像样的家具？ 为什

么不把家装修一下呢？” 面对记者的疑

惑。 易延坚平静地回答： “这已经很好

了， 你到农村去看看， 与有的农民相

比， 我住得已经很好了。 把钱花在物质

享受上， 远不如花在资助学生上， 我帮

助一个贫困学生， 就挽救了一个贫困家

庭。”

易延坚以一颗善良、 无私的心帮助

贫困学生， 这些学生中有汉族、 维吾尔

族、 锡伯族、 回族、 哈萨克族等十几个

民族的学生。 在他家住过的学生有46名。

每年他为这些学生花费数千元， 可他自

己在生活上却很节俭， 穿的袜子补了又

补， 上课用的包上布满了一针一线缝补

的痕迹。 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花在贫困

学生的身上， 让这些孩子在贫困生活的

重压下， 得以继续学业。

张树涛， 在易延坚家生活了近一

年， 于 1996年考入新疆大学； 羊向

东， 在易延坚两年的关心和照顾下考

上了大学， 如今在深圳工作； 还有现

在福州工作的刘正刚， 在北海工作的

林伟……

20年来， 易延坚帮助了46名学生，

这些学生都考上了大学， 通过求学改变

了自己的命运， 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易延坚说： “我虽然没有存款， 也

没有像样的家当， 但我是富有的。 46个

孩子的成才， 就是我最大的财富， 也是

我最大的快乐。”

杨振宁在报告会现场弯腰倾听台下

女生的提问。 曲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