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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广西篇

③

改革创新推进教育科学发展

农村校引来城里娃

———广西灵川县实施城乡学校标准化建设纪实

■

本报记者 周仕敏 唐景莉 宋潇潇

“说起来会让许多人不敢相

信， 近几年， 我们这里的初中教

学质量在桂林市排在前三名， 城

里有些家长不假思考地把孩子往

乡里送。” 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教育

局局长秦荣明自豪地说。 目前，

从城里送到山里来读书的孩子有

30多人。

灵川县潭下镇三河渡初中三

年级学生曾涛， 小学是在桂林市

区读的。 父亲听说灵川的农村初

中比县城的学校建得还好， 上初

一时就把他送到农村读书了。 曾

涛说： “这里硬件设施跟城里一

样， 环境还比城里好， 是个读书

的好地方， 每天听着鸟叫声起床

读英语是我最喜欢的。”

这几年灵川县政府一直在促

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上下工夫，

对山区学校投入非常舍得， 教学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城乡学校建设基本做

到同样标准

近日，我们采访组的车子行驶在

灵川的农村， 经过一片绿油油的田

野，车速自然放慢，微风拂来，禾苗碧

波荡漾，车子缓缓驶进一个安静的小

村庄。迎面，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低

头，崭新的塑胶跑道红艳耀眼；往里

看，室内篮球场一片活跃，橙黄色的

课桌整齐统一，还可根据学生身高调

高低……在三河渡初中，城里学校有

的设施，这里全有。

“以前我们学校可不是这样子，

平房教学楼破烂不堪，生化实验室连

个像样的实验桌都没有。 一刮风，沙

石田径场漫天灰尘， 学生纷纷躲着

走！ ”说起三河渡初中的“前世”，校长

秦艳忠感慨良多，由于教学生活环境

比县城学校差，生源外流情况严重。

目前， 灵川6所农村学校拥有塑

胶跑道， 3所学校拥有室内篮球

场。 其中， 三河渡初中同时拥有

室内篮球场和塑胶跑道。

近几年， 灵川总计投入近亿

元的资金， 对13所农村初中、 12

所乡镇中心小学及34所村级小学

实施了737个基础设施改建、 维修

工程项目， 建成了6条塑胶跑道、

3个室内篮球场， 全县农村学校的

面貌得到了显著改善。

灵川还投入近1300万元， 用

于农村中小学实验室及其他配套

设施建设， 在广西率先实现了课

桌椅、 餐桌椅、 远程教育软件柜、

理化生仪器柜、 初中物理电学实

验桌和生化实验台， 功能室管理

制度、 档案柜档案盒， 学校内部

管理规章制度和多媒体远程教学

设备“九个统一”。 由于教学设备

配置标准化， 灵川因此成为广西

中小学标准化实验室建设示范县。

（下转第三版）

中国教育的世界眼光

———教育规划纲要贯彻落实两周年述评之四

■

本报记者 高靓 周飞

李凌 李曜明

当今世界，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人才竞争

日趋激烈。 人才的竞争， 归根结底

是教育的竞争。 崛起的中国， 要在

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必须超前谋划教育改革发展； 崛起

的中国， 要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的目标， 必然要把自己放在国际教

育发展的大坐标之下。 中国的教育

改革必须具有世界眼光。

回首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从来不

缺少向他人学习的心态。我们不仅要

追赶、模仿，还应以更主动、更开放、

更自信的姿态站在世界教育的舞台

上。 教育规划纲要从制定之初，就瞄

准世界教育改革前沿， 广纳群言、广

集众智，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

界银行专家参与开展相关调研，提出

“世界一流”的目标，致力于扩大中国

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提出“借鉴国际

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以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两年来， 中国教育紧扣世界教

育的发展脉搏， 围绕质量和公平两

大主题， 把扩大教育开放作为推动

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举措， 始终面

向世界， 着力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

合作。 目前， 我国与近200个国家建

立了教育交流合作关系， 与俄罗斯、

美国、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

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 与39个国家

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出国留学人员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 来华留学生源地国家和地区达

194个， 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正从学生

教师人员交流向着全面人文合作和

科研合作，从合办课程专业向着合办

机构和大学，从课题联合研究向着共

建科研平台快速演进，多层次、宽领

域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格局日

渐清晰，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日益提

高，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

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

国际化人才正在破茧而出，教育国际

合作交流对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促进

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日益凸显。

融入世界———

到国际熔炉中千锤百炼

截至

2011

年年底， 中国在

外留学人员总数达

142

万。 近

3

年年均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达

23%

，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国际顶尖大学学从名师、 开

展研究、 获取学位， 这样的经历曾

经可遇不可求， 如今， 交换生、 联

合培养、 访问学者、 直接申请入学

……中国学生有多种途径步入世界

名校殿堂， 享受世界名校名师的优

质资源。

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时代 ，

“流动” 本来就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应

有之义。 欧盟将学生流动作为实现

社会增长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 提

出到2020年， 15岁至34岁青年中有

出国学习或培训经历者的比例应翻

一番， 达到25%至30％； 在高等教

育领域， 至少有20％的大学毕业生

有国外学习或培训经历。 世界很多

国家都明确提出鼓励学生出国留学

交流， 培养适应国际竞争的国际化

人才。

中国教育以敏锐的世界眼光和

国际视野， 捕捉到世界教育开放发

展的潮流。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融入国际社会， 具备国际视野和知

识， 通晓国际规则， 积极参与到国

际事务和国际竞争” 的人才培养目

标， 并鼓励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

学机制， 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

策引导， 显示中国对出国留学的积

极态度。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两年来，

出国留学工作发展迅猛， 留学规模

逐步扩大。 来自教育部的统计数据

显示， 截至2011年年底， 中国在外

留学人员总数达142万。 近3年年均

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达23%。

以公派出国留学项目为主导、

自费出国留学为主体的工作格局进

一步形成。 随着出国留学渠道日益

拓宽， 出国留学效益持续提高， 大

批中华学子飞往世界各地， 成为教

育与文化交流的使者； 越来越多的

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

为“科教兴国” 战略和“人才强国”

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现代化建

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继续发挥重

要示范引领作用， 选派了一批一流

的学生， 到国外一流的学科专业，

师从一流的导师， 取得了大批一流

的科研成果。 自费出国留学的规模

不断扩大， 成千上万的优秀学子自

费出国， 到大洋彼岸寻找梦想。 国

家设立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极

大激发自费留学人员的爱国热情，

增强他们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的意

识。 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春

晖计划”、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

基金” 等项目引导和“中国留学人

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中国海外学

子创业周” 等创新创业平台支持下，

越来越多在外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创

新创业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 仅

2011年， 留学回国人员就达到18.6

万人， 比2010年增加近5万人。 据

统计， 两年来留学回国人数增长比

例达到31%。

在鼓励出国留学的同时， 中国

教育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敞开来华留

学的大门， 广迎天下优秀学子， 来

华留学进入质量同步提升的快速发

展通道。 2011年， 来华留学人员首

次突破29万， 比2009年增加2.7万

人， 学生人数和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人数都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

平， 来华留学人数近两年年均增速

达10.8%。 目前， 来华留学生中学历

生人数达11.88万人， 占来华留学生

总人数的40.61%， 年均增长速度达

12%， 高出来华留学生人数年均增

速。 2011年新录取的中国政府奖学

金生中学历生的比例更高达77.8%。

为进一步推动来华留学事业发展，

中国政府适时推出留学中国计划，

提出到2020年， 每年在内地高校及

中小学就读的来华留学生规模将扩

大到50万人次， 使我国成为亚洲最

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 全

方位提升中国教育的开放和国际化

程度。

悉尼大学前校长盖文·布朗非常

欣赏中国教育的开放政策和国际化

策略。 他认为， 注重教育的国际化

发展， 鼓励学生走出国门， 吸引外

国留学生走进来， 这些做法对提高

学生的素质是非常有好处的， 也有

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快速提高。

走出去———

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到

2011

年年底， 在

105

个

国家建立了

358

所孔子学院和

500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 带动

全球

5000

万人学习汉语 ，

42

个国家和地区将汉语教学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

今年夏天， 位于北京的孔子学

院总部异常繁忙， “汉语桥” 夏令

营迎来一批又一批外国师生。 前来

参加夏令营的外国师生， 无论来自

哪个国家、 什么肤色， 无论年龄大

小、 职业如何，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 那便是都会简单的汉语， 都对

中国文化充满了好奇和兴趣。

扎根在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

孔子课堂， 主动适应各国人民学习

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 紧紧

抓住“汉语热” 的机遇， 引领和带

动全球学习汉语人数迅速攀升， 让

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汉语、 了解中国，

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中国风”。

（下转第三版）

西藏开展义务教育课标巡回培训

8名本土专家担纲讲解 参训人数达到6235人

本报讯 （记者 韩晓悟 ）

记者从西

藏自治区教育厅获悉， 为了应对今秋全

国义务教育全面实施新课标的要求， 使

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教师准确领会

新课标精神、 把握新课标要点， 进一步

提高教育教学整体水平， 自治区教育厅

不久前组织专家组赴全区七地市开展了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2011年版） 巡回培

训工作。 此次培训参训人数之多、 涉及

内容之广、 触角延伸之远都创了自治区

新高。

西藏地域辽阔， 义务教育学校点多面

广。 为了扩大培训覆盖面， 使更多的老师参

加培训、 了解课标、 有所受益， 此次培训要

求全区所有完小以上、 初级中学相关学科都

要选派教师参加培训， 参训人数达到了

6235人。

此次培训的主讲教师由8名本土专家组

成， 他们全部来自教学教研一线， 比较熟悉

自治区的教学和教师现状。 因此， 他们的讲

解不仅案例丰富， 而且能提供多种实用的解

决教学问题的技巧， 对参训教师具有较强的

吸引力、 感染力和较大的启发性和实效性。

为了使培训更加符合各地教育发展不平

衡的实际， 专家们根据各地区师资水平、 教

育资源和教育整体情况， 因地制宜， 因材施

教， 对课件、 案例和培训内容都进行了相应

调整， 使培训内容更加贴近当地教育实际、

学校实际、 教师实际。

据介绍， 此次巡回培训历时20天。 培训

专家组成员先后走进昌都、 林芝、 阿里、 日

喀则、 山南、 那曲、 拉萨， 整个行程近

8000公里。

为高校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党的十七大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工作成效综述

■

本报记者 唐景莉

这五年， 直属高校干部选拔任

用制度改革深入推进；

这五年， 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有

力服务高教改革发展；

这五年， 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建

设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党的十七大以来， 在教育部党

组的正确领导下， 教育部直属高校

领导班子建设工作始终坚持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紧

紧围绕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任务和

教育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 坚持德

才兼备、 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 按

照社会主义政治家、 教育家的目标

要求， 着力造就高素质的领导班子，

为推进直属高校事业科学发展提供

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高举旗帜， 坚定信念，

高校思想政治建设常抓不懈

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思想政治

建设是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素

质的根本途径， 是全面贯彻党的十

七大精神的必然要求， 是贯彻落实

教育规划纲要、 提高办学治校能力、

推动学校事业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教育部人事司司长管培俊介绍，

教育部党组历来高度重视直属高校

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始终将思

想政治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

以高举旗帜、 坚定信念、 践行宗旨

为根本， 把理想信念教育贯穿于领

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始终， 坚持

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 确

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主

导地位。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 学校发

展， 领导班子学习研究能力、 超前

谋划能力、 破解难题能力至关重要。

积极推进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 已

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形成制度。

上海交通大学建立集体学习制

度、 务虚会制度、 专题研究制度，

着力建设学习型、 研究型、 开拓型

领导班子。 围绕学校改革发展中的

热点和难点， 每位校领导都要牵头

进行专题研究， 研究成果通过党委

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 及时转化为

支撑学校发展的超前谋划和政策举

措。 在学校党委书记马德秀看来，

这样的制度设计和理性自觉， 既提

高了班子科学决策能力， 又提升了

统筹学校发展的整体领导水平。

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贯彻落实， 配合

中组部研究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实施意见， 同时通过组织专

题培训、 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

对高校的指导， 积极推动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

（下转第三版）

明年七成学位

面向社会招生

本报讯 （记者 赖红英）

近

日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广州市深化实施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其

配套文件 《广州市属机关幼儿园

管理改革工作方案》 提出， 从

2013年开始， 广州市教育部门、

市属机关办幼儿园将拿出70%的

学位面向社会， 进行电脑派位。

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称，

2016年前， 广州市要将目前市属

的机关幼儿园移交教育行政部门

归口管理， 并面向社会公开招生。

未来学前教育以区、 县政府管理

为主， 街、 镇共管， 形成教育行

政管理部门归口管理的管理体制，

同时坚持和强化公办幼儿园的公

益性和普惠性原则， 逐步提高公

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招生比例， 促

进教育公平。 从明年开始， 教育

部门、 市属机关办园将拿出70%

的学位面向社会， 进行电脑派位。

电脑派位数还将在以后逐年增加，

直至2016年不低于90%。

根据相关配套文件的精神，

广州市首次对公办园的性质作了

界定， 将四种类型的幼儿园归为

公办园， 分别是教育部门、 市属

机关办园； 教育部门举办的小区

配套幼儿园； 企业、 事业单位等

其他部门办幼儿园； 获各级财政

资助的村镇集体办幼儿园。

山东推出“齐鲁教师读书计划”

广泛开展“书香校园” 创建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近日，

山东省教育厅推出“齐鲁教师读书

计划”， 要求建立和完善教师读书计

划的组织管理及保障机制， 督促引

导普通中小学校长及幼儿园园长、

教师开展读书活动。

根据计划，各市和各学校要根据

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结合当地教育实际和教师队伍现状，

确定教师读书的框架体系， 教育行

政部门、 学校和教师个人要制定相

应的“读书计划” 和活动方案。 同

时， 采取教师自荐、 专家推荐、 网

络平台征集等方法， 发布教师必读、

选读书目， 制定年度读书计划实施

方案， 为教师提供个性化、 多样化

的选择机会。

山东还要求， 要围绕“读书计

划” 目标广泛开展“书香校园” 创

建活动， 通过校长读书、 师生系列

读书、 亲子共读、 加强图书馆 （室）

建设等活动， 激发师生读书兴趣。

要依托教研组、 年级组建立和发展

读书兴趣小组， 建设学习共同体，

鼓励通过多种方式建设跨校、 跨区

域的教师读书团体， 评选“齐鲁教

师年度读书人物”。

此外，山东省教育厅还要求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对“读书计

划”提供经费支持，丰富阅读书源。

【 】

【 】

看点

今日

喜欢看动物世界， 会唱

《喜羊羊与灰太狼》 的主题曲，

曾给学生编过21种辫子。 这就

是中学特级教师、 2011年度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桂贤娣。

■四版 （走近楷模）

桂贤娣：

爱的教科书

落实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

体育活动， 必须要在有效提高

运动质量上下工夫， 要向活动

的每一分钟要效益， 切忌搞形

式主义和走过场。

■二版 （新闻·热点）

运动质量是每天

锻炼一小时生命线

“未来之星”

阳光绽放

■

本报记者 李小伟

8

月

19

日发自内蒙古赤峰市

这是一场欢乐的聚会， 刚刚

从伦敦奥运会上载誉归来的奥运

冠军郭跃、 王明娟、 焦刘洋、 董

栋等体育明星， 与来自全国各省

份的700多名学生运动员进行了近

距离的比拼和互动。 今天上午，

由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共青

团中央联合主办的2012年全国青

少年“未来之星” 阳光体育节在

此间开幕。

别看体育明星们在奥运赛场

上争金夺银，但在深受孩子们喜欢

的项目上一点也不占便宜：软式垒

球赛场上，焦刘洋在两次击打不中

的状况下， 机智地轻轻一触球，便

直扑一垒而去并获得成功，显示出

极高的体育智慧，但她的同伴却一

个个被封杀出局； 软式排球场上，

身高略显不足的肖钦、董栋，被曾

经获得世界中学生排球比赛亚军

的包头一中女排的选手一个轻扣

就打得“狼狈而逃”，引得围观者发

出阵阵善意的笑声。

8

月

19

日，

2012

年全国青少年 “未来之星” 阳光体育节在内蒙古赤峰市

开幕。 图为小朋友们在开幕式上表演蒙古族特色舞蹈。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 摄

湖南大学新任校长赵跃宇

上任时提出的“担任校长期间不

申报课题、不新带研究生”的承

诺，体现了新校长“把百分之百

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的决心。

■五版 （高教周刊）

用“整个的心”

去做“整个的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