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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惩戒力度 严肃考试纪律

教育部发布修订后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本报北京

5

月

14

日讯

(

记者

焦新

)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

《教育部关于修改〈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的决定》 日前正式

发布施行。

为规范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维护国家教

育考试的公平、 公正， 保障参加

国家教育考试的人员、 从事国家

教育考试工作的人员的合法权益，

根据教育法及相关法律、 行政法

规， 教育部于2004年5月19日以

教育部令第18号发布了 《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以下简

称“办法”）。 “办法” 实施以来，

对于保障国家教育考试秩序， 规范

考试违规处理， 打击考试舞弊行为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 考试管理和组织中出

现了很多新情况、 新问题， 高科技、

团伙作弊行为日益猖獗， 影响恶劣，

“办法” 的部分条款规定已经难以完

全适应实践的需要， 有必要进行修

订。 从2010年起， 教育部就开始组

织力量对“办法” 进行修订， 经过

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研究讨论， 形

成了《教育部关于修改〈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的决定》，并经部长

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于2012年1月5

日以教育部令第33号发布， 自2012

年4月1日起施行。

（下转第三版）

相关报道详见二版

今日关注

最美女教师 大爱动天地

———记为救学生失去双腿的佳木斯市十九中女教师张丽莉

■

曹曦 本报记者 廉世民

5月的佳木斯桃红柳绿， 空气

中弥漫着紫丁香的浓郁香气。

连日来， 一个英雄的名字出

现在各大媒体报端， 流传在大街

小巷。 张丽莉， 花一样的名字；

28岁， 花一样的年龄。

5月8日晚， 当失控的客车冲

向孩子们的瞬间， 佳木斯市十九

中学教师张丽莉用她柔弱的躯体，

谱写了一曲英勇奉献的大爱之歌。

张丽莉， 这个勇敢的名字，

神圣地植入黑土地， 深深地植进

人们的心底。

那一刻，柔弱的她

犹如铜墙铁壁

张丽莉的壮举定格在那一瞬

间。 5月8日20时30分许，佳木斯市

第十九中学下晚自习的初三学生

涌向四中校门。 这时，停在四中门

前的一辆大客车突然失控，撞向路边

停着的另一辆客车，被撞客车失控后

向校门口的学生们冲来。

“面对失控冲过来的汽车， 张丽

莉老师可以选择退避， 但她用手推

开、 用身体撞开了身边的学生， 随

即被卷入车下遭到碾轧。 如今， 她

双腿高位截肢。 张丽莉老师感动了

这座城市， 她是我们佳木斯人的骄

傲。” 讲起心痛的一幕， 佳木斯市第

十九中学副校长靳艳萍眼含泪花。

“我刚出校门， 惨祸就发生了。”

十九中学生刘晔目击了惨祸的经过。

当时， 有几个学生背对着前面的大

客车走着， 完全不知道危险。

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学生孙智

鸿回忆说，当时肇事的那辆客车冲出

去三四十米，张老师向前一扑，用手

将车前一名已经吓傻的学生推到一

边，又用屁股将旁边的一名学生顶到

了一边，她自己却被猛冲过来的客车

撞倒在地。

（下转第三版）

走

在

时

代

前

列

成

就

远

大

抱

负

︱

︱

︱

八

论

学

习

胡

锦

涛

总

书

记

在

纪

念

共

青

团

成

立

九

十

周

年

大

会

上

重

要

讲

话

本

报

评

论

员

扬州大学建校110周年、在扬办学60周年、合并办学20周年

校 庆 公 告

（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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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百十载， 弦歌不辍奏华章。

2012

年

5

月

19

日 ， 扬州大学将迎来建校

110

周年 、

在扬办学

60

周年、 合并办学

20

周年华诞。 自校

庆一号、 二号公告发布以来， 校庆筹备工作得

到了各级领导、 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和鼎力支

持， 广大校友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母校的思

念与热爱。 在此， 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和最崇

高的敬意！

校庆期间， 学校将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

动， 公布如下：

1. 5

月

18

日下午

2∶30

， 扬州大学校友代表

大会、 校友互动论坛， 地点： 荷花池校区教学

主楼二楼多功能厅 ；

2. 5

月

19

日上午

10 ∶00

，

扬州大学校庆庆典大会， 地点： 荷花池校区体

育馆；

3. 5

月

19

日下午

2∶30

， 中国高校体制改

革论坛， 地点： 扬州市迎宾馆国际会议厅；

4.

5

月

19

日晚上

7∶00

， 扬州大学校庆文艺晚会 ，

地点： 荷花池校区体育馆；

5. 5

月

9

日

-19

日，

扬州大学高层学术系列论坛；

6.

各学院也将

举行学术研讨会、 校友座谈会、 联谊会等各类

活动， 欢庆学校

110

年华诞。

5

月

18

日

-19

日， 学校将在各校区设立接

待站， 接待各方嘉宾和校友。

我们诚挚邀请各级领导、 各界朋友和广大

校友届时拨冗亲临， 共襄华诞盛会、 同创美好

未来！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扬州大学

2012

年

5

月

15

日

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 ，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

青年的前进步伐从来都与时代的前进

步伐紧密相连 ， 只有走在时代前列 ，

广大青年才能成就远大抱负， 中国青

年运动才能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作出

积极贡献。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要求当代青

年必须认清时代特征。

90

年来， 历经

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经过一代代青年的共同努力， 我国社

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

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人民

生活幸福的大国形象， 已经展现在全

世界的面前， 当代青年所处的是一个

无比美好的时代。 但是， 我们也应看

到， 随着改革进入 “深水区”， 当代青

年面对的改革发展任务将更为艰巨 ，

能不能把握好接力的 “这一棒”， 关系

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否继续， 关系到

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甚至关系到民族

的生死存亡。 在这样一个时代， 当代

青年理应把握机遇， 迎接挑战。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要求当代青

年必须明确自身责任。 今天的青年一

代， 就是祖国明天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将自己的服务方向定位于国家发展和

人民幸福， 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于

社会进步， 是每一位青年人成长成才

的前提。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中， 发展中的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

持续问题还将出现， 需要当代青年认

真面对、 思考解决。 在这样一个时代，

当代青年理应打好基础， 勇于担责。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要求当代青

年必须坚定前进步伐。 青年的前进步

伐， 从来都与时代的前进步伐紧密相

连。 前进的道路上， 一定会出现问题

和矛盾， 会面对风险和挑战。

90

年来，

在革命、 建设、 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广大青年战

胜各种困难， 走上了报效祖国、 服务

人民的正确道路。 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代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

方向， 让国家繁荣、 民族昌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样一个

时代， 当代青年更应坚定步伐、 勇往直前。

青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支持和帮助广大青年发展进步，

成就远大抱负， 各级教育系统和共青团组织责无旁贷。 广大青年要牢

记使命， 珍惜机遇， 以坚定的信念、 宽广的胸怀、 创造的激情、 务实

的态度，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用自己的双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

力量。

高尚师德的生动诠释

本报评论员

在突如其来的车祸面前， 在生

死攸关的危急时刻， 张丽莉， 一名

普通的年轻女教师， 勇敢地以自己

的血肉之躯保护学生， 把生的希望

留给学生 ， 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

为学生的生命安全撑起了一片大爱

的天空。 张丽莉用生命诠释了教师

的爱心， 用热血见证了师德的高尚。

她的感人事迹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

受到社会广泛赞誉， 她的严重伤情

也牵动着众人的心， 人们通过各种

方式为这位 “最美女教师” 祈福。

爱心和责任， 是新时代师德精

神的灵魂。 师爱， 是一种高尚之爱、

无私之情。 张丽莉之所以令人钦佩、

让人感动， 正在于她在电光石火的

一刹那， 作出了超乎寻常、 不同于

一般人的选择———牺牲自己 、 保护

学生。 张丽莉的高尚行为， 充分体

现了人民教师始终以学生为本的无

私精神， 塑造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

光辉形象， 诠释了高尚师德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丽莉无愧于人

民满意的教育事业， 是当代教师的

优秀代表。

高尚师德彰显在危急之时， 却

孕育在教育教学点滴之中。 张丽莉

对学生像妈妈一样的慈爱， 纯洁无

私的大美， 并不只是闪现在救人的

一瞬间。 她从不请一天假， 从不落

一节课， 从不放弃一个学生， 为了

学生健康成长， 张丽莉甚至可以舍

弃自己的一切。 这种在教书育人岗

位上平凡坚守、 默默耕耘、 无私奉

献的可贵精神， 是关键时刻舍身保

护学生的力量源泉。 我们相信， 在

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对学生的爱早已

深深植入张丽莉的心灵深处。 高尚师

德，是广大教师长期历练、不断积累

的结果。 自从走上讲台那一刻起，人

民教师就已经担起了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

会他们做人，还要以自己的责任甚至

生命保障学生的安全。

张丽莉今年只有

28

岁， 是一名

“

80

后” 教师， 却在关键时刻承担了

比她的年龄沉重得多的担当。 张丽莉

的高尚行为向世人昭示：中国的年轻

一代是值得信赖、 堪当重任的一代，

中国的年轻教育工作者更是充满希

望和有崇高责任感的一代。 优良传统

和时代精神必将在他们的身上不

断赓续、发扬光大。 张丽莉的英雄

事迹和引发的社会反响也充分说

明： 师德是社会良心的重要标志，

是社会道德的重要标杆。广大教师

只要真正做到 “学高为师，德高为

范 ”、 “学为人师 、 行为世范 ”，

就一定能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一座

令人景仰的丰碑。

张丽莉是我们的好教师、 我

们的好榜样。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要向张丽莉学习， 学习她忠

诚于教育事业的坚定信念； 学习

她临危不惧、 舍生忘死、 奋不顾

身的崇高品德； 学习她关爱学生、

为人师表、 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

的高尚师德。

教育部授予张丽莉“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本报北京

5

月

14

日讯 （记者 焦

新）

为彰显张丽莉同志的先进模范

事迹， 进一步推动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部决定授予张丽莉同志“全国

优秀教师” 荣誉称号。

5月8日晚，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 正当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一群

学生准备过马路时， 一辆客车突然

失控冲了过来， 与前方停在路边的

另一辆客车追尾相撞， 被撞客车猛

力冲向正要过马路的学生。 危险瞬

间， 本可以躲开逃生的女教师张丽

莉， 奋不顾身去救学生， 自己被卷

入车轮下， 双腿粉碎性骨折， 高位

截肢。

张丽莉同志是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第十九中学教师， 毕业于哈尔滨

师范大学， 2007年参加工作。 她爱

岗敬业， 教书育人， 关爱学生， 无

私奉献， 钻研业务， 勤奋向上， 得

到了师生和家长的高度评价， 多次

被评为青年骨干教师、 教师新秀、

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 她生死关头

舍己救人， 用无私大爱谱写了一曲

生命的赞歌， 塑造了新时期人民教

师的光辉形象， 诠释了高尚师德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要以张丽莉同志为榜样， 忠诚于

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爱岗敬业，

关爱学生，严谨笃学，勇于创新，为

人师表，无私奉献，以人格魅力和

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以实际行

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看点

今日

■五版 （校长周刊）

一位校长的“教师

生态”重建之路

在山东潍坊八中校长韩志亮

看来， 教师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

学生校园生活质量。

公 告

经广东省政府部门批准，

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更名

为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 学校

决定， 自

2012

年

5

月

18

日起正

式启用新校名。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在沪开幕

刘延东出席并致词

新华社上海

5

月

14

日电

第三届国际

职业技术教育大会14日在上海开幕， 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出

席开幕式并致词。

刘延东在致词中指出， 职业教育作

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面向人人、 面向全社会的教育， 对促

进就业、 繁荣经济、 消除贫困、 保障公

平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职业教育， 坚持就业导向， 促

进产教结合， 积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 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

能人才。

刘延东倡议， 世界各国应本着平等

互利、 合作共赢的原则， 加强职业教育

国际交流合作， 努力实现优势互补、 共

同发展， 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创造未来

繁荣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要改革职业教育理念， 突出服务实体经

济， 着力培养人才的创新技能， 增强职

业教育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驱动

作用。 要努力提高包括青年、 妇女及困

难群体、 特殊群体在内的劳动者的就业

择业创业能力， 增强职业教育对社会和

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要着眼终身学习需

要， 创新教育内容和方式， 增强职业教

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提升作用。 要完善

政策体系， 营造政府、 学校、 企业、 社

区和家庭广泛参与的社会环境， 加强职

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的衔接融合， 增

强职业教育对整个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的

支撑作用。

（下转第三版）

教育部财政部上海市

共建上海财经大学

袁贵仁韩正张少春出席签字仪式并讲话

本报上海

5

月

14

日讯 （记者

焦新 ）

今天， 教育部、 财政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签署共建

上海财经大学协议。 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 上海市市长韩正、 财政

部副部长张少春代表三方签署协

议并讲话。

袁贵仁指出， 长期以来， 财

政部和上海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

视、 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教

育部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当前，

高等教育战线正在深入贯彻落实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

庆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教育规

划纲要， 坚定不移地走以提高质量

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此次两

部一市共建上海财经大学， 必将为

学校改革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袁贵仁希望上海财经大学以共

建为契机，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迈出更

加坚实的步伐。 一是进一步明确发展

目标。 要紧紧围绕创建具有鲜明财经

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定位，

以“办特色、 上水平” 为主线， 为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 为上海“四个中

心”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

智力支撑。二是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

中心地位。

（下转第三版）

教育部派出工作组

探望慰问张丽莉

本报哈尔滨

5

月

14

日讯

（记者 李笑冰）

日前，受教

育部党组和袁贵仁部长委

托，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巡

视员殷长春赴哈尔滨探望慰

问了舍己救人的张丽莉老师

及其家属。

殷长春首先看望了在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的张丽

莉， 向医院详细询问了她的

病情及治疗情况，转达了教育

部党组和袁贵仁部长对张丽

莉的亲切问候，并对医务工作

者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随后， 殷长春一行又看

望了张丽莉老师的家属， 请

家属保重身体， 衷心祝愿张

老师尽快康复， 并向其家属

赠送了由中国教师发展基金

会筹集的2万元慰问金。 张丽

莉老师的父亲激动地说：“孩

子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让我很

欣慰， 她没有辜负父母对她

的培养。 党和政府这么高度

重视，又进行了全力救治，我

相信我的女儿一定会挺过

来， 我坚信她会好起来。”

教育部已作出决定， 授

予张丽莉老师“全国优秀教

师” 荣誉称号， 并号召全国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张

丽莉老师学习。

■六版 （新闻·人物）

深山里，

一个人的薪火相传

———走近广西北流市六麻镇

上合小学水表分校教师黄业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