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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大启动

“学分银行”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中央

电大的“国家继续教育学习成果

认证、 积累与转换制度的研究与

实践” 项目日前获批进入全面探

索与实践阶段。 据悉， 这是目前

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学分银行”

试点项目， 是加快继续教育发展

和终身教育体制机制建设试点的

重要内容。 该项目将成立专家委

员会和项目办公室， 开展“学分

银行” 制度框架标准、 方式方法

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期待种下

“太空种子”

降落伞技术护航神九安全着陆

“学习他的精神，努力把学问做好”

复旦师生送别谷超豪院士

本报讯（记者 董少校）

“轶世高

才勋业与群星同耀，化人长者贞风为

率土永怀。”6月28日， 上海龙华殡仪

馆大厅前方悬挂着一副挽联，人们在

这里郑重鞠躬，献上康乃馨，送别著

名数学家、教育家谷超豪院士。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副教授谢纳

庆忘不了，他的博士论文预答辩是在

谷超豪的病床前进行的。“谷先生审

查论文非常仔细， 不仅关注术语是否规

范， 连标点符号的误用都一一给我指

出。” 他说，“谷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

非常关心学生，他的去世让人悲痛。今后

我将学习他的精神，努力把学问做好。”

即将读研的复旦大学大四学生刘

畅说： “虽然我没有直接听谷先生上

的课， 但我一直感到他是我们数学学

院的骄傲， 他在激励着我们年轻人不

断学习进步。”

2009年开始读数学专业的硕士时，

杨小海对自己的专业选择有几分迷茫，

是谷超豪先生的一番话让他心里亮堂

起来。 “当时举行谷超豪星的命名仪

式， 他说， 我从事数学60余年， 体会

到数学只有与国民经济发展相连才有

生命力。” 杨小海结合自己的兴趣， 转

变学问方向， 刚刚考取了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的博士。

谷超豪心系数学， 钟情教育， 为

国家培养了多名院士。 他的学生李大

潜院士说： “谷先生一生最爱的是数

学， 始终关心着数学人才的培养， 是

名副其实的恩师。 他把一生献给数学，

为国家数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如今谷先生走了， 他的功绩和精

神将永远留在人们心里。”

每日传真

海峡两岸大学生科技

与文化交流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黄金鲁克 ）

2012海峡两岸大学生科技与文化

交流营日前在北京科技大学开幕。

活动以“文化传承、 创新和发展”

为主题， 邀请了来自海峡两岸18

所高校的师生共260余人， 其间将

举办文化观察与文化科技创新作

品大赛、 中华文化大讲坛、 两岸

学生座谈等活动， 以增进两岸学

生对中华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

归属感和自豪感。

首届国际大学生

新媒体文化节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赵秀红）

首

届国际大学生新媒体文化节暨

“我与奥运” 北京—伦敦DV大赛

颁奖典礼日前在北师大举行。 国

内外近150部作品参与， 作品以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契机， 以

“2012中英文化交流年” 为背景，

反映奥运给中国带来的文化、 理

念的变化等。

近日， 江苏大学计算机

学院和镇江市中华路小学共

同开展 “学航天科普， 庆神

九上天” 活动。 大学生指导

小学生制作神舟九号、 天宫

一号等航天模型， 讲解我国

的航天历程， 庆祝神舟九号

登上太空并与天宫一号成功

对接， 在校园里掀起了航天

热。

蔡露 石玉成 摄

确保节目导向和播出安全

———记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室党支部

中国教育电视台是教育部所属

国家级教育专业电视媒体， 其总编

室是全台节目业务综合管理部门。

导向安全是电视播出机构的生命线，

为确保教育电视宣传阵地的纯洁性，

使中国教育电视台成为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家园， 总编

室党支部强化政治意识， 夯实导向

安全的思想基础； 强化责任意识，

筑牢导向安全的制度基础； 强化党

员意识， 构建导向安全的队伍基础。

走进总编室监评部， 虽然屋内

有几十台监视器和众多节目审查人

员， 但却非常安静。 每个人都头戴

耳机， 神情专注地审看着节目。 总

编室主任助理刘占芹说， 监评部负责

台内各频道节目的内容审查和技术审

查， 是节目播出前的最后一道关口。

多年来， 监评部的同志们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不断在工作实践中积

累经验， 形成了敏感的政治意识和清

醒的头脑， 练就了一双双火眼金睛，

一次又一次拦截了存在错误导向和安

全隐患节目的播出。

监评部技术审查主管张京， 虽然

今年才35岁， 但已经有十多年的节目

技术审查经验。 在同事们心中， 张京

以严格、 细致而闻名。 虽然每天要审

的磁带有很多盘， 虽然工作性质相对

单调， 但张京没有一天懈怠过。

总编室的工作连着播出线， 稍有

不慎就可能引发事故。 总编室支部把

党的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把党的要求渗透到节目制作、 播出工

作中。

总编室播前管理部的导播团队是

一支年轻的队伍， 平均年龄32岁。 虽

然只有6个人， 但在党员和优秀青年的

带头表率作用下， 这支团队形成了强

烈的责任意识， 清晰的操作流程， 明

确的分工配合， 和谐向上的团队文化。

在他们的努力下， 2011年， 中国教育

电视台5个电视频道及数条IP频道累计

播出5万多小时节目， 节目信息17万条

次， 飞播字幕5万多条， 直、 转播1100

多场， 取得了全年安全播出无事故的

成绩。

近年来， 除了培养一批具有高度

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优秀党员， 总编室

党支部还不断加强和完善节目规章制

度建设， 使节目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使所有的岗位分工明确， 流程清晰，

责任到人， 有力地确保了节目导向和

播出安全。

（刘姗）

迎七一走基层

抓党建促发展

迎七一走基层

抓党建促发展

四川今年招3867名特岗教师

本报成都

6

月

29

日讯 （记者 刘磊）

记者今天从四川省教育厅

获悉， 四川今年计划招聘3867名特岗教师到农村中小学校任教,以

解决四川省边远山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数量不足、 学历层

次不高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新招聘的特岗教师将分布在攀枝花、 甘孜、 阿坝、 凉山、 乐

山、 绵阳、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达州、 巴中、 广元、 德阳等

14个市 （州） 57个县 （市、 区） 的农村中小学校， 其中初中教师岗

位1682个， 小学教师岗位2185个。

据了解， 特岗教师聘期三年， 主要安排在县以下的农村乡镇初

中、 小学， 部分特岗教师也可安排在乡镇中心校和农村生源占60％

左右的少数县城学校任教。 聘用期间， 特岗教师将执行国家统一的

工资制度和标准， 工资水平与当地同等条件公办教师一致， 并按规

定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 享受服务地区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 三

年服务期满、 每年年度考核合格、 自愿留在本地任教的特岗教师，

还能纳入当地事业编制管理， 成为正式教师。

全国中小学学科教学

渗透法制教育现场会召开

本报贵阳

6

月

29

日讯 （记者 朱梦聪）

“孔乙己替人抄书时，

常常坐不了几天， 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 一齐失踪。 孔乙己犯了

什么罪？” 这个问题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 有的说犯了盗窃罪，也

有的说孔乙己拿走的东西很便宜， 不算盗窃……这是今天在贵州省

贵阳市结束的全国中小学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现场会上的一幕。

据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黄兴胜介绍， 近两年， 贵州省组织

160余名教研员和一线高级教师， 全面研究了中小学35门学科与法

制教育相关内容， 提炼出730个法制教育渗透点， 撰写了113个示

范教案， 形成了180万字的研究成果 《法制教育与学科教学》。 本次

会议将借鉴贵州在中小学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

全面改进中小学法制教育状况， 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及“六五”

普法的有关要求。

与会的福建考察团认为贵州的做法既扎实又系统， “既有教研

活动， 又有制度保障， 还有评估考核， 很有借鉴意义”。 新疆考察

团决定直接引进贵州教师用书， 年内在部分市州启动试点工作。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庆祝成立30周年

本报北京

6

月

29

日讯 （记者

俞水）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成

立30周年庆典今日举行。 大会回

顾了学会30年来的发展历程， 总

结了学会发展的经验， 提出了未

来30年的发展设想。 来自全国

100多所高校的240多名影视教育

工作者参加了庆典。

首届世界未来教育论坛举办

本报北京

6

月

29

日讯（记者 时晓玲）

为期两天的首届世界未来

教育论坛今天在京结束。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词，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主持了本次论坛。

论坛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作了题为 《未来教育

的趋势》 的报告，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 教育政策中心主任威

廉·斯密德对国际教育测评中的数学成绩进行了分析， 提出如果课

程能够遵循学科的内在逻辑， 做到循序渐进且重点突出， 将会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他认为， 创造性不能独立讲授， 必

须植根于学科的学习之中。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 国家督学、 中国教

育学会副会长李希贵作了题为 《学校的新定义》 的报告， 认为学校

的重要使命是发现孩子， 学校应该通过课程的选择性， 让孩子变得

越来越不一样， 因为未来属于不一样的人。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的教授伊娃·贝克博士及其他各国专家、 国内外名校校长分别从

课程、 技术、 教师发展等方面对世界未来教育进行了展望。 本次论

坛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

北京十一学校和北京市中小学外籍学生教育研究会承办。

徐州特教学校19名毕业生全部考上大学

本报讯 （通讯员 徐保卫 章

新）

当普通高中毕业生还在填报志

愿的时候， 一群特殊的学生已经沉

浸在考上大学的喜悦之中。 近日，

徐州特教学校传来好消息， 该校高

三毕业班19名学生全部考上大学， 其

中考取大专院校14人， 本科院校5人。

聋哑人高考的时间比普通高考提

前三个月。从3月到5月，教师们带着学

生奔赴天津理工大学等4所面向全国残

疾学生招考本科院校参加考试。该校教

师王伟表示，特教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教

材完全一样，只是在知识点的选择上容

易一些。王伟说：“学生们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是他们刻苦努力的结果。”

总分最高的王洋同时被天津理工

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录取， 最终她选

择了前者的计算机专业。 当记者询问

她的愿望时， 她和几位同学不约而同

地回答： “学有所成， 自食其力。”

中小学校建设优秀传统文化

教学研究基地开始申报

本报讯 （记者 宗河 ）

由教育部基础二司牵头， 中国教育

学会主办， 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承办的“全国中小

学校建设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 申报工作日前开始。

学校申报条件为： 重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建

设工作， 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时间在3年以上， 能够发挥

一定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带动周边学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

活动的开展等。 中国教育学会将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选， 评审

结果将在中国教育学会官网上公布并报教育部基础二司备案，

中国教育学会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授牌。 申报时间为6

月25日—9月30日。 详情见中国教育学会网站www.cse.edu.cn，

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网站www.scrb.org.cn， 电话

010—67669516， 联系人丛艳。

山东高校将承诺、践诺、评诺作为创先争优有效抓手

把满意写在师生心坎里

本报讯 （记者 张兴华 通讯

员 贾海宁 昌兵）

冒着酷暑， 全

国著名果树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束怀瑞和同事近

日来到山东即墨考察和指导果树防

疫和生长， 这位83岁高龄的老共产

党员说： “说了算， 定了干， 干就

干好， ‘三诺’ 让我这老头更有劲

头了！”

束怀瑞所说的“三诺”，是近年来

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在全省高校建立

的创先争优长效机制，以承诺、践诺、

评诺为内容，引导基层党组织围绕教

学创先进、 党员立足本职争优秀。两

轮“三诺”活动中，各级党组织共践行

承诺44270项， 广大党员践行承诺

442219项， 切实帮助群众解决了实

际困难。仅2011年，全省42所普通本

科高校就帮助9.4万困难学生解决学

费41799.8万元，为22.5万困难学生发

放生活补贴49438.6万元； 新建教职

工住房4915套， 为1975名困难职工

发放生活补贴424.6万元。 山东省委

高校工委副书记齐秀生说：“我们把

‘三诺’作为创先争优的有效抓手，亮

出标准、亮明责任、亮化形象，从师生

最关注的事情抓起、从师生最困难的

事情帮起、 从师生最期望的事情做

起，把满意写在了师生的心坎里。”

“领导先行走在前， 作表率， 抓

实效”， 是山东师大承诺活动的成功

做法。 该校领导班子充分发挥表率

作用， 带头办点示范， 推行领导班

子工作项目负责制， 确定了10项重

大事项、 重点工作和重要项目。 他

们通过签订公开承诺书、 举行网上

承诺、 集体承诺宣誓等形式公开亮

诺， 确保公开承诺事项“组织知道、

党员知道、 群众知道”。

入夏以来，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宝山和他

的科研团队， 来到东营市试验田开展

逆境植物育种改良工作， 践行他们

“科研创新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

的承诺。 他们筛选培育的耐盐小麦新

品种， 使黄河三角洲上万亩盐碱地的

小麦喜获丰收。

“说得好不如干得好， 承诺得好不

如践诺得好”。 山东师大一开始就将践

诺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基层， 建立了校

级领导驻长清校区工作周制度， 学校

领导定期值周， 深入学生班级、 宿舍，

“接地气、 察民情”， 面对面听心声、

手拉手解难题。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咱们洪庄

人， 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与村

党员群众代表见面会上， 山东师大选

派来蹲点一年包村扶贫的“第一书记”

李鹏健诚恳的开场白， 一下子拉近了

他和村民的距离。 一个月来， 山东师

大选派到菏泽东明菜园集镇担任村“第

一书记”的3名党员干部，走村入户了解

民情，千方百计搞好协调，整修河道、招

引项目、 开展文化扶贫……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在党旗下的誓言。

“七一” 前， 山东高校工委对高校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承诺、 践诺情况进

行评议， 并把评诺结果作为评先树优

的重要依据， 激发了全省高校11000多

个基层党组织、 187000多名共产党员

创先争优的积极性。

据统计， 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围

绕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 共作出推进

学校改革发展承诺4461项、 维护学校

和谐稳定承诺1650项、 服务教学科研

承诺3563项、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承诺

2595项； 围绕解决师生员工反映强烈

的问题、 特别是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

益的问题， 高校各级党组织共作出承

诺3681项， 教师党员作出“三育人”

承诺26922项。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

接， 高校各级党组织共作出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承诺1348项， 党员作出参加

志愿活动、 服务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承

诺72533项。

青岛大学各级党组织围绕服务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承诺、 践诺，山

东农业大学各基层党组织突出专业特

色、围绕服务“三农”作出承诺，济宁医

学院附属医院党组织把承诺、践诺与深

入开展“两好一满意”活动相结合，山东

协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承诺每年无偿

为全省培养3000名乡村医生等，都在服

务社会发展、推动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方

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校园掀起

航天热

（上接第一版）

其中降落伞主伞上仅1平方米大的“小伞” 虽然很

难被发现， 但这个“小伞” 却在维持主伞开伞稳定性、 减少伞衣缠

绕和抽打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个“小伞” 叫牵顶伞， 是

一顶始终与主伞顶部连接的“小伞”。 张红英打开保护伞模拟视

频， 向记者解读气流结构和伞的安全展开分析。 “增加牵顶伞，

将这个只有一平方米的‘小伞’ 安装在主伞顶部， 提供一个顶端

的牵引力。 就相当于把这个大伞顶端拎起来， 减少了大伞自身的

摩擦抽打。”

南航回收系统课题组组长童明波教授告诉记者， 课题组中除了

航天航空领域的诸多教授学者外， 很多研究生、 本科生也参与到了

该项目的研究中。 下一步， 课题组将为日后“探月工程” 的实施进

行技术攻关。

（上接第一版）

这套系统由通信直升机中心站设备、 指挥直升机机

载设备、光学点车载设备、搜救通信员便携背负台组成，实现了前后

方实时的视频、语音、数据交换，有效保障了指挥员的决策指挥。

据了解，为了快速完成对神九航天员的搜救任务，确保航天员的

安全与健康，上海交大数字电视团队刻苦攻关，在4个月内完成了数

十次实验室测试，使搜救系统的启动时间大幅缩短，搜救分队的搜救

半径也由原来的5公里扩大到30公里，大大拓展了搜救范围。

（上接第一版）

据闵行三中校长颛孙长宗介

绍， 学校将在现有植物培植基地

之外， 新建100多平方米的阳光

房， 开辟为“太空植物园”， 营造

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环境， 让珍稀

树木在这里安家。

“当时，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自

己的方案最终会被采纳， 这真是

一份意外的惊喜。” 王汇盛对记者

说， “现在， 我每天都期盼着能

亲手接回种子， 把这些‘特别礼

物’ 栽种在我们的校园里， 看看

它们是否有神奇的变化。”

“这是一个长线的研究和教育

项目， 有助于激发学生对航天事

业的兴趣， 提高动手实践能力。”

该校科技指导教师刘辉说。 为确

保珍稀植物长得更好， 学校将与

上海植物园、 华东师范大学等专

业机构开展科技合作。

山西临汾二中考点高考发题延误事故14人受处分

据新华社太原

6

月

29

日电 （记者

叶健）

今年高考语文科考试时， 山

西省临汾市临汾二中考点因工作人

员失误， 发生部分考生答题卡迟发

的情况， 引发社会关注。 临汾市尧

都区有关部门29日公布对相关责任

人的处理结果， 共有14名责任人受到

处理。

事件发生后， 尧都区委、 区政府

高度重视，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采取

了一系列紧急补救措施， 确保了随后

的考试工作正常顺利进行。

根据尧都区委、 区政府工作组的

调查， 6月7日上午， 语文科目考试时，

应为228考场（228考场为最后一个考

场，只有23名考生，其他考场均为30名

考生） 的答题卡错发至217考场， 导致

217考场7名考生（其中1名考生缺考）答

题卡迟发十余分钟， 最后1名考生领到

答题卡的时间为“9时18分30秒”。

依照相关规定， 尧都区有关部门

对14名相关责任人分别予以行政降级、

行政警告、 行政记过、 撤销行政职务

处分及解聘处理。

陕西中医学院聘国医大师

张学文为名誉院长

本报讯 （赵娴 记者 柯昌万）

陕西中医学院日前聘任西北地

区唯一的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担任名誉院长。 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杨

希文要求学校发挥国医大师在中医药教育、 科研、 临床等领域的优

势，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935年生于陕西汉中的张学文教授是全国著名中医内科学家,

陕西中医学院终身教授， 从医五十余年， 执教四十余载， 已培养温

病、 中医脑病专业硕士研究生72名， 博士研究生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