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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退休教师撑门面，讲台上多是在校大学生——

随意包装“名师”只为骗生源

■

本报记者 钟剑都

“真正的名师团队， 让孩子快

速提分。” “汇聚名师力量， 成就

高考梦想。” 在巨人教育“聚优1

对1” 的宣传彩页上， “名师” 字

样十分显著。

近日， 记者以家长的身份在

学而思教育咨询时， 工作人员介

绍说： “我们的师资力量雄厚，

有两百位专职名师。”

高思教育官方网站的名师板

块中列出了名教师及简介， 而其

中有80%的教师被称为“名师”。

培训机构真有这么多名师吗？

他们的师资力量到底怎么样？ 这

些名师又是怎样评出来的？ 记者

就此在北京、 武汉、 成都等城市

的培训机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高价请来的“名

师”， 却难得露面

“师资水平超级强大， 专家门

诊高中部的老师全部由金钥匙学

校高考专家委员会的全国著名特

级教师组成， 专家门诊初中部的

老师全部由几个城区的教师进修

学校和教研中心的教研员， 以及

知名中学少量退休老师组成。” 在

北京金钥匙学校的宣传页上赫然

列出了学校和教师的姓名。

在北京地铁人民大学站C出

口， 一位自称是“不二教育” 课

程顾问的人拦住了记者， 并递上

一张大红色的宣传彩页， 上面也印

有北京几所知名中学的名称。 “我

们‘一对一’ 辅导的老师都来自这

些学校， 您可以随便选。 我们头儿

是教育圈内的， 所以找这些老师都

很方便。” 这位招生顾问介绍说。

对于学生家长来说， 这些知名

中学的名师极具诱惑力。 然而， 培

训机构真的拥有这些名师吗？ 他们

确实在给孩子们上课吗？

“任课教师实际上以在校本科生

和研究生居多， 宣传上所说的名师，

确实有几个， 但他们基本不上课，

主要是负责为我们这些新老师进行

岗前培训， 或者是检查我们的教案、

出点儿试题等。”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

说。

四川成都的张先生不久前经历

了一次“名师骗局”。 他告诉记者，

自己冲着“名师” 给儿子报了一个

辅导班， 结果陪着儿子上了几次课

才发现， “名师只是在报名时露了

一下脸， 给孩子上课的都是年轻教

师。” 当张先生再去该培训机构提出

质疑时， 却得到这样的解释： “我

们用的是‘名师’ 的教学方法， 和

‘名师’ 来上课是一样的。”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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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优秀本科生

———山东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纪实

■

本报记者 魏海政

在山东大学2012级新生开学

典礼上， 经管学院2009级本科生

于新九担当起了主持人。 为什么

会让学生来主持如此重要的典礼？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说： “这样

做的目的是希望从新生入学开始，

就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

让本科生担当新生入学典礼

主持人， 不过是山东大学加强本

科生培养质量的一个缩影。 近年

来， 山东大学通过一系列改革，

致力于培养最优秀的本科生。

创新“三跨四经

历” 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 山东大学立足“学

科综合、 开放办学和研究型大学”

三种环境， 深入推进“三跨四经

历”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即在本

校跨学科学习经历、 第二校园跨

学校学习经历、 跨国界学习经历

及社会实践经历。

学校的主要做法有三： 一是

利用校内学科齐全的综合优势，

增设学科交叉复合型专业， 推行

主辅修、 双学位、 二次选择专业

等， 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是利用

开放办学的大环境， 大力开展第

二校园、 海外学习经历及社会实

践经历， 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拥

有多种学习实践经历。 三是以

“泰山学堂” 为龙头， 积极探索基

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和卓越应用

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学校英语和国际政治双学位

班学生杨晔说， 2008年入学后， 对

国际政治感兴趣的她选择了5年制

“英语+国际政治” 双学位班。 上学

期间， 杨晔参加了台湾政治大学合

作交流项目和韩国的暑期学校， 并

到泰国参加了相关专业竞赛， 取得

了优异成绩。

目前， 山东大学第二校园经历

合作高校已有武汉大学等30所， 学

生可任选其一进行一年或半年的交

流学习， 每年参与交流的学生达到

了10%； 与70多所世界名校建立了

学生交流关系， 整班派出和分散派

出学生学习一年或一学期。 此外，

学校100%的学生都能拥有各种形式

的社会实践经历。

设立 “教 学型 教

授”， 强化本科教学

为了强化本科教学中心地位，

山东大学于今年5月正式出台进一步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实施办法 （简称

“本科质量20条”）， 并在大部制改革

中整合资源成立了专门负责本科教

学的本科生院， 理顺了管理机制。

根据“本科质量20条”， 山东大

学进一步完善“教学型教授” 评聘

考核制度。 目前， 学校已聘任了3名

“教学型教授”， 评聘依据主要参照

教学质量、 教研论文、 教材编写等

和教学工作紧密相关的指标， 不再

“以科研论英雄”。 学校还将从今年

开始设立二级岗的公共基础课和通

识核心课“首席教授”， 每年提供20

万元的团队建设经费， 全面负责教

学、 课程建设和管理， 保证基础课

教学质量。

（下转第四版）

三万职教生 一座职教城

———辽宁鞍山整合职教资源培养技能人才纪实

■

本报记者 杨咏梅 刘玉

鞍山地处辽宁省辽东半岛中部，

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钢铁工业城市，

有“共和国钢都” 的美誉。

作为重工业基地的鞍山， 给职

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沃土。

5月份， 辽宁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 获得10个一等奖； 6月份， 全国

职业学院技能大赛， 8支代表队参

赛， 4个团队获奖。 这是鞍山职教史

上的最好成绩。 这些成绩， 无疑是

鞍山职教城这一职教改革大手笔的

成果之一。

职教城不仅为推动鞍山乃至辽

宁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

撑， 同时， 更是一项惠及千家万户、

为民谋福祉的重要民生工程。

资源整合 统筹管理

确定职教城发展定位

“原来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只有

34个琴房、 40台钢琴， 现在有100

个琴房、 101台钢琴； 教学实训场地

也从一个小楼增加到了11万平方

米。” 说起进城以后学校发生的变

化， 鞍山现代服务学校校长王玉伟

说出了一连串数字。

王校长进的这个“城”， 就是由

辽宁省鞍山市政府投资23亿元建设

的鞍山职教城， 它占地128万平方

米， 在校生近3万人， 教职员工2200

余人。 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在校生

人数， 在辽宁省乃至全国都处于领

先地位。 它同时也是一块职业教育

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原来分

属于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 千山区

和市旅游局管理的中职院校， 进城

后打破了人社、 教育等部门界限和

中专、 技校等类别界限， 由职教城

管委会统筹领导， 实现了管理体制

机制的创新。

在鞍山职教城， 记者听到频率

最高的词是整合。 整合使鞍山职教

城成为一艘蓝领人才培养的航空母

舰———33座建筑分布在教学、 行政

办公、 文体活动、 生产实习、 中央

景观、 生活住宿六大功能区内， 体

育训练中心及超市、 浴池、 招待所

等配套齐全。 整合， 使鞍山职教城

成为令人瞩目的大手笔。

为了进一步整合资源， 鞍山市

委、 市政府成立了职教城管理委员

会， 直属市政府。 首任职教城管委会

主任吴庆丰， 带领着从各职业学校领

导和管理岗位抽调人员组成的团队，

开启了职业教育实现统筹管理的创新

发展之路。

管委会成立后首先进行的是专

业整合。 管委会围绕鞍山产业发展

需求， 以国家改革示范校标准为依

据， 结合各校原有办学优势和发展

方向， 设置两个以上专业类别， 归

类相近专业， 撤并重复专业。

比如， 依托鞍山技师学院， 整

合各校加工制造类、 钢铁冶炼类、

能源与新能源类专业， 建设鞍山市

钢铁学校； 依托市一职专， 整合各

校信息技术类、 财经商贸类专业，

建设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等。

与专业整合同时进行的， 是实

训基地的整合。 职教城将各学校原

有实训设备， 按照合并同类项的原

则进行整合， 建成8个集教学实训和

生产加工于一体的实训基地和生产

实习工厂， 统一安排实训计划， 面

向在校学生和社会提供长短期相结

合的实训服务。

“我们的实训设备都是真家伙！”

在技师学院按工作环境实景再现的

机电实训教室里， 李成延副院长自

豪地说， “这里的每台设备都要20

万到40万， 这台电源工作台是德国

原产的。 省内不少高校都没有这么

好的设备， 他们的学生都来我们这

里做实验。”

（下转第四版）

教 育 督 导 条 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教育法律、法

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贯

彻执行，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

量，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事业科

学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对法律、法规规定范围

的各级各类教育实施教育督导，适用

本条例。

教育督导包括以下内容：

（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级

人民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规章

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督导；

（二）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

构（以下统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

督导。

第三条

实施教育督导应当坚

持以下原则：

（一） 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

心；

（二）遵循教育规律；

（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规章

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规定；

（四） 对政府履行教育工作相关

职责的督导与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的督导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

（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第四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

承担全国的教育督导实施工作，制定

教育督导的基本准则，指导地方教育

督导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教

育督导的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的教

育督导实施工作。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和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

构（以下统称教育督导机构）在本级

人民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督导职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教育督导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二章 督学

第六条

国家实行督学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教育督

导工作需要，为教育督导机构配备专

职督学。教育督导机构可以根据教育

督导工作需要聘任兼职督学。

兼职督学的任期为3年， 可以连

续任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3个任期。

第七条

督学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社

会主义教育事业；

（二）熟悉教育法律、法规、规章

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具有相应的

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三）坚持原则，办事公道，品行

端正，廉洁自律；

（四）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从

事教育管理、教学或者教育研究工作

10年以上，工作实绩突出；

（五） 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和表达能力；

（下转第三版）

发挥督导作用 推动教育发展

本报评论员

国务院颁布的 《教育督导条例》

10

月

1

日开始正式施行。 这是新中国

第一部专门的教育督导法规，是国家

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强化教育监督的

重要举措，也是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建

设的里程碑。《教育督导条例》 的施

行，使新时期教育督导工作进一步有

法可依、有规可循，对于保证教育法

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

的贯彻执行，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

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事

业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教育督导是世界教育强国

的通行做法，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教

育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作为 《教

育法 》 规定的基本教育制度之一 ，

教育督导在保障我国教育改革发展

特别是保障 “两基” 历史性任务完

成 、 推动县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 、

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管理新体制确立、

推动教育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解决

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

对教育督导发挥保驾护航作用， 提

出了更高要求。 适应时代呼唤和历

史要求， 《教育督导条例》 从保障

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 促

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出发， 首次从

法制层面对教育督导制度进行了系

统设计， 为构建完整的教育督导体

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条例》 确定

了教育督导的工作方针， 规定督政

与督学并重、 监督与指导并重， 有

利于构建督政、 督学、 监测三位一

体的督导体系； 对教育督导的职能、

范围、 内容、 实施和督学的法律地

位、 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强化

督促整改和监督问责， 丰富了教育

督导的内涵； 把督导范围扩大为各

级各类教育， 督导对象涵盖下级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 各级各类学校和

教育机构， 实现了全覆盖； 把教育

督导分为综合督导、专项督导和经常

性督导，明确工作重点，规范督导程

序，有利于实现监督的公开、公正、有

效。《教育督导条例》的施行，必将推

动建立专业化督导队伍和科学化督

导评估标准体系， 必将推动教育发

展方式和管理模式发生深刻变化。

充分发挥教育督导作用， 要把

《教育督导条例 》 规定真正落到实

处。

（下转第四版）

荩10

月

14

日， 盲校学生在警官

的协助下体验警用装备。 在

10

月

15

日 “国际盲人节” 来临之际， 青岛

市盲校与青岛市北边防大队联合举

行 “触摸国防 爱我中华” 国防教

育活动， 让学生零距离触摸、 体验

警用装备。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看点

今日

调查显示 ， 浙江 、 河北 、

安徽三省幼儿园教师工资水平

较低；事业编制是公办园教师工

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三版 （新闻·调查）

探索平衡不同体制

幼儿教师工资

新生家长打电话太多， 一些

班主任“吃不消”。家长何以频繁

联系老师？家长焦虑该如何化解？

■二版 （新闻·热点）

家校之间如何

提高沟通效率

□袁贵仁孙春兰苏树林出席教育部与福建省共

建福州大学签字仪式

（详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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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贵州大学迎来建校

110

年

华诞。 自校庆第一号公告发布以来， 广大

校友及社会各界对我校校庆给予了热切关

注和鼎力支持， 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原定于今年

11

月

9

日举行的贵州大

学

110

年校庆庆典活动 ， 因故延迟至

2012

年

12

月

16

日举办， 敬请各位校友

谅解并相互转告。 学校本着 “热烈隆重、

务实节俭” 的原则， 在校庆期间将举办

系列庆祝活动。 在此， 我们再次发出诚

挚邀请， 热忱欢迎各级领导、 社会贤达

及海内外校友拨冗亲临， 共襄盛典。

校庆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

12

月

16

日

9:00

庆典大会暨文艺演出；

二、

12

月

16

日下午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校长）论坛；

三、

12

月

16

日下午 黔灵科技发展论坛；

四、

12

月

16

日下午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论坛；

五、

11

月

-12

月“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开新”学术论坛。

其他校庆活动将在贵州大学校庆网 （

http://

gzu110.gzu.edu.cn/

）发布。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贵州大学

110

年校庆筹备委员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校庆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851

—

8292577

0851

—

8292588

0851

—

8292611

传 真：

0851

—

8292611

联 系 人：杨 楠 马 宏

罗卫刚

通讯地址：贵阳市花溪区贵州

大学校庆办公室

邮 编：

55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