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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每日

清华大学

成立社会科学学院

本报讯

(

记者 高靓

) 10月27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成立大会举行，院长由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担任。

该学院下设社会学系、 政治学系、 国际关系学系、

心理学系、 经济学研究所、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还

设有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近20个

跨学科非实体研究机构， 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

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26年，

当时成立的社会学系、 政治学系、 经济学系和教育心理

学系开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之先河， 并涌现出费孝通、 陈

岱孙、 钱端升、 萧公权等学术大师。

河南新设高校向民办校倾斜

“十二五” 时期新增52所高校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省辖市属高校生均经费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且没有明显增长的， 原则上该省辖市不再增设

公办高校； 同等条件下， 增设高校向民办校倾斜， 达到条件

且有后续资金保障的民办学校优先考虑。” 这是近日河南省政

府印发的 《河南省高等学校设置“十二五” 规划》 中规定的。

根据规划， 到2015年， 河南将新增27所本科学校， 组建、

设置25所专科学校，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6.5%， 在校生总

规模达到300万人。 新设的本专科学校， 首批招生专业原则上

不能超过5个； 新设的省属本科学校， 生均经费3年内要达到

全省同类学校平均水平。 河南将建立动态调控机制， 及时对

新设高校进行复查、 评估， 对办学条件连续多年不达标的高

校， 要采取限招或停招措施， 直至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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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体育学院

庆祝建校7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刘磊）

10月27日， 成都体育学院举

行庆祝大会， 邀请各界校友回到母校， 共庆建校70周年。

该校始于1942年成立的四川省立体育专科学校。 学

校现设体育、 运动医学、 运动、 武术、 新闻、 艺术等8个

系16个本科专业， 有11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70年来， 学

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特别在竞技体育方面，

学校培养的运动员相继获得奥运会、 世界锦标赛、 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 亚运会、 全运会等各类赛事金牌210枚、

银牌175枚、 铜牌191枚。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南通）

南通市广播电视大学

诚聘建筑类专业教师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南通） （南通广播电视大学） 坐落于中

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全国文明城市、 人文荟萃的 “江海

之滨”、 被誉为 “近代第一城” 的教育之乡———江苏省南通市城

区， 是市政府部门直属全额拨款的地方高校。 因学校事业发展的

需要， 现向社会诚聘如下岗位：

教师岗及要求：

建筑类专业副高及以上职称 （教授、 副教授、 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3

名。 品德优良， 敬业投入， 身体健康，

从事本学科前沿问题研究， 科研成果突出， 主持过重大科研项

目。

学校提供高层次人才引进配套经费及科研启动基金， 待遇从

优。

详 见：

www.nttvu.com

邮 箱：

nttvursch@126.com

联 系 人： 张老师 洪老师

电 话：

0513-83559926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四十周年校庆公告

（第一号）

2013

年

10

月

13

日，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将迎来建校四十周

年华诞庆典。 在此， 我们谨向多年来关心支持我院建设与发展的

各级领导、 海内外校友、 各界人士和朋友， 向长期以来与我院保

持友好往来与密切合作的兄弟院校、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薪火相传， 桃李芬芳。 我院创建于

1973

年， 隶属于空军装备

部。

1998

年升格成立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军队校名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航空维修技术学院；

2002

年原长沙工业学校并入我

院。 四十年来， 我院为空军装备修理事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输

送了

45000

多名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大批杰出校友已成为社会各界

的中坚与栋梁。

特色鲜明，成就辉煌。 在空军装备部的正确领导和地方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航院人的艰苦奋斗，学院已走出了一条以服

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融合式产教结合，适应空军装备修理能力

建设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办学道路，成为品牌优势突出、办学特

色鲜明的全国知名高等职业院校。

2006

年学院被原国家劳动与社

会保障部门授予 “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

2008

年被湖南

省教育部门确定为 “湖南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2010

年被湖南

省政府部门授予“湖南省文明单位”称号，

2012

年被解放军总参谋

部和国家教育部门确定为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单位。

群策群力， 共谋发展。 四十华诞， 是长沙航院建设发展的重

要里程碑， 是广大校友重返母校、 庆贺联谊的盛大节日， 是学院

继往开来、 科学发展的崭新起点。 谨此， 热忱期盼各级领导、 海

内外校友、 社会各界人士和朋友， 关心支持校庆筹备工作， 以各

种形式参与校庆活动， 追溯历史， 谋划未来， 同谱华章！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012

年

10

月

联系地址： 湖南长沙田心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 邮政编码：

410124

校庆网址：

http://40.cavtc.cn/

邮箱：

xqb@cavtc.cn

联系电话：

0731-85473636

传真：

0731-85473601

新疆启动名校长工作室

最高可获20万元支持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新疆首批中小学名校长工作室

日前正式启动， 全疆23名优秀校长成为工作室主持人， 这是

新疆为提升全新疆中小学校长队伍整体素质和办学水平而首

次实施校长工作室制度。

全疆共有400所中小学的校长进入工作室。 优秀校长将和

他们的入室校长一起交流教育教学管理经验， 指导入室校长

开展课题研究， 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探索， 对学校工作进行指

导， 积极组织、 聚集优秀校长集中研讨。 名校长工作室一个

建设周期为3年， 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各自治区级“工作室”

专项经费10万—20万元， 用于办公设备购置、 理论研讨、 外

聘指导专家教师等。

辽宁推行全员育人导师制

各中小学建学生指导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刘立凯）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辽宁省中小

学德育工作会议上获悉， 辽宁省将全面推行中小学全员育人

导师制， 使教职工在不同岗位共同承担起育人职责。

根据该省新出台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导意见，各中小学要

建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一把手负责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公民教育、文明礼仪教育、行为规范教育、诚信教

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德育的重要内容，对德育工作履职不

到位和师德有问题的教师实行年度考核“一票否决”。 各中小学

要普遍建立学生指导中心，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交友、心理、活

动、发展等方面予以指导和服务。

艺术实践周“捆绑”传统音乐节

中国音乐学院注重实践教学培养艺术人才

本报讯 （记者 蔡继乐）

10多个

在校硕士生、 本科生， 一首首优美动

听的民歌， 观众一次次报以热烈的掌

声。 这是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近日在

北京音乐厅举办的一场专场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还是正在举办的第四届北

京传统音乐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这次音乐节的一个亮点， 就是我

们首次实现了传统音乐节与学院艺术实

践周的全面‘捆绑’。在为期3周的音乐节

期间，学院各系部都会举办各类音乐会，

为在校生提供艺术实践的机会。”中国音

乐学院艺术实践处处长、 北京传统音乐

节总监助理曲学选告诉记者， 在艺术实

践周期间， 除了声歌系举办专场音乐会

外，还有全院更多师生参与表演的《河之

源》、《河之流》、《河之汇》等专场音乐会。

据曲学选介绍， 该校一直非常重

视实践教学， 先后出台了有关实践活

动管理的意见， 加强和规范实践教学

和学生的实践活动。 学院还建了一批

实践教学基地， 并出台了相关的管理

规定。 为了促进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和

管理的规范化， 学院不定期到基地检

查， 评估实践教学情况。

该校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告诉记

者，此次音乐节还邀请10多位国内外传

统音乐大师来校对北京市的100名大中

小学音乐教师进行培训； 还与北京市教

委举办的“民族艺术进校园”活动结合，

组织“音乐天使进校园”系列音乐会，以

及讲座、工作坊教学与展示等活动。

香港言爱基金捐1亿元

助湖南建10所学校

本报讯 （记者 章仙踪 李伦

娥）

近日， 香港言爱基金捐建湖南

省10所思源实验学校捐助签约仪式

在长沙举行。

据悉，该基金计划于2014年底在

全国高标准捐建100所安全舒适的现

代化学校，目前已在12个省市建成46

所，湖南已有10个国贫县获捐，各县

将获捐助1000万元，其中先期捐建的

邵阳县4所思源实验学校将于明年8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另外6所学校将

于2014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花样跳绳

走进大课间

10

月

25

日 ， 经过培训的跳绳教练

员在展示花样跳绳技艺。 日前， 安徽

省淮北市教育部门聘请上海体育学院

的跳绳专家， 对市直属中小学校的

150

余名体育教师进行花样跳绳技能培训，

进一步推动学校大课间体育锻炼， 促

进校园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

万善朝 摄

河海大学

纪念“华水”建院6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10月27日， 河海大学举行

华东水利学院建院60周年纪念大会， 海内外嘉宾、 校友

和师生员工欢聚一堂， 共叙“爱国爱水爱校” 的同窗情。

河海大学始于1915年在南京创建的河海工程专门学

校， 1952年， 为适应国家水利事业发展需要而组建华东

水利学院， 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水利高等院校，

1985年恢复“河海大学” 传统校名。 华东水利学院时期，

共培养1.4万余名毕业生， 其中产生了50多位两院院士、

部省级领导和将军。

安徽农大教授胡承霖

(

中

)

与马传喜

(

右一

)

在指导农民。 （资料图片）

●

广东将举办

47

场供需见面会

服务高校毕业生

供需见面活动既

有按专业设置而举办的“文理科专

场”， 又有按用人单位性质而举行的

建筑房地产、 金融证券、 IT电讯等

行业专场， 大学生可免费领票参加。

（记者 赖红英 通讯员 王卓）

●

第九届中医药高等教育校长

论坛近日在福建中医药大学举行

与会代表就新医改形势下的中医药

人才培养、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中医

学教育等问题展开研讨。

（记者 龙超凡 通讯员 练琴）

●

“中美医学教育论坛”

10

月

28

日在武汉举行

该论坛由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

武汉大学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就中美

两国医学教育模式、社区医学教育等

进行了交流。

（记者 程墨 实习生 王小占）

●

第三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

节

10

月

28

日在京落幕

由全国各地

中小学生制作的897项科技影像作

品， 通过科学探究的方式解答了有

关节能减排、 低碳环保等方面的问

题。

（记者 张东）

●

第七届中国

(

北京

)

国际大学

生动画节

10

月

28

日开幕

由中国传

媒大学主办的这一活动共收到来自

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6部作

品， 其中718部国外作品参赛。

（记者 高靓）

陕西省教育厅发出预警

警惕不法分子利用“西安电子信息学院” 虚假招生

本报讯 （记者 秦明 柯昌万）

陕西省教育厅近日发出

招生预警， 提醒学生和家长谨防不法分子利用“西安电子信

息学院” 的名称进行虚假招生。

据介绍， 该厅近期接到多起群众对于“西安电子信息学

院官方网站” 的投诉， 经查证， 该网站从相关普通高校官方

网站盗用新闻、 消息， 面向社会发布虚假宣传信息， 误导学

生及家长。 该厅声明： 国家及陕西从未审批设立过名为“西

安电子信息学院” 的普通高校， 也从未批准任何单位及个人

以此名义在陕开展招生和办学活动。 请各位学生及家长切勿

受其蒙骗， 以免带来损失。

乡村教师教出的学生考过城区学生———

四川通江农村教育不输城市

■

本报记者 刘磊

赵德斌最近成了四川省通江县教

育系统的名人。

这位看上去像“老实巴交庄稼汉”

的乡村英语教师， 近期在全县的一次

小学生学业质量测试中， 他教的班级

夺得了全县第一名， 且总评分比第二

名的城区小学高出近30分。

经过调研， 大家弄清了这个“第

一” 背后的原因。 “他基本上是按照

更高标准去教小学六年级学生。” 通江

县教研室主任杨怀通说， 赵德斌还每

天坚持让学生练听力。 “要知道在农

村学校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因为缺

乏听力设备， 全县农村学校英语听力

练习还显得十分薄弱。”

据了解，在通江县，乡村学校教学

质量测评高于城区学校的现象并不仅

限于某所学校、某个科目，而是逐渐成

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今年，另一位乡村

教师———东山乡中心小学语文教师彭

霞所教的小学六年级语文测评成绩也

夺得全县第一。 近几年的质量监测结果

也表明，通江县乡村小学的教学质量已

非常接近甚至超越了城区优质小学。

通江县教育局局长董洪卫表示，

教育局将在深入调研基础上， 加大对

乡村教师的培训力度， 特别是在传播

先进的教育教改理念、 提升教育教学

专业技能上给予他们更多帮助， 真正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深度融合给农民送来“金钥匙”

———记安徽农业大学科技扶贫的“大别山道路”

■

本报记者 俞路石 通讯员 曹雷

巍巍大别山， 一片红色的热土。

多年来， 面对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强

烈愿望， 安徽农大将一列列“科技列

车” 开进了这片热土， 用知识和汗水

回答了农业院校的责任所在。

“我的生命属于社会，

我的技术属于栗农。”

板栗是山区人民的重要作物， 但

空蓬问题使得产量极低，任立中教授来

到这里， 通过7年的潜心钻研， 揭开了

“板栗空蓬” 之谜， 独创了板栗丰产技

术，使得板栗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任

立中说：“我的生命属于社会，我的技术

属于栗农。 ”因长期的辛苦工作，他积劳

成疾倒在了自己的扶贫点上，把自己的

一生都献给了大别山的板栗产业。

大别山区的支柱产业， 几乎都有

安徽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的贡献： 银杏

与张良富、 水蜜桃与钟家煌、 中华猕

猴桃与丁世林、 水稻杂交育种与丁超

尘、 水稻旱育稀植与黄仲青、 茶叶与

江光辉、 蚕桑与徐静斐……据不完全

统计， 在科技开发大别山中， 该校先

后有300多名教师参与， 大别山区八大

支柱产业有六大产业是该校直接参与

开发的。

一位教授， 一项产

业， 带来一方经济的富裕

太平猴魁的加工难题是我国茶叶

生产技术落后的一个缩影。 发展清洁

化生产技术， 开发高附加值的茶产品，

成为破解茶产业发展瓶颈的“金钥

匙”。 以校长宛晓春为首的茶叶攻关团

队， 自主设计建造了国际第一条集自

动化、 连续化为一体的炒青绿茶初制

清洁化加工生产线， 去年取得13项科

技创新成果， 直接经济效益2.1亿元。

“玉米遗传改良及产业化关键技术

研发创新团队”通过科技攻关，解决新

品种培育、优质高效栽培、深加工等关

键技术，累计实现经济效益9.2亿元。

特别是该校教授胡承霖提议并与

马传喜等组成团队实施的小麦高产攻

关行动， 通过小麦高产技术的攻关、

集成与示范， 使安徽省小麦5年增产

79.7亿斤， 累计增加产值65亿元， 受到

国务院、 农业部和安徽省政府的肯定

和表彰。

黄缘盒龟是安徽特产名贵龟类，

但亲本资源稀缺。 安徽农大教授万全

连续几年利用暑假带领学生对黄缘盒龟

进行野外资源调查，对其生长环境、繁殖

基础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推动建立了宁

国黄缘盒龟种质资源保护区。“基层需求

就是我们的科研方向。 如果我们不深入

一线，不了解水产现状，怎么能发现这么

多课题呢？ ”万全深有感触地说。

一位教授，一项产业，带来一方富

裕的经济。 皖南的茶、绩溪的蜂、贵池的

“秋浦花鳜”、霍山的石斛与毛竹、舒城

的油茶、颍上的菱角和藕……一大批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字牌科研成果，在

安徽农大教授手中诞生，并迅速转化为生

产力，引领着龙头企业群“龙”起舞。

在深度融合、 协同创新的进程中，

出自安徽农业大学的新技术、 新方法、

新品种， 在安徽广大农村诞生了一个

个点石成金的奇迹。

从“单兵作战”向整体

协同攻关转变

针对中国乡村建设实际， 近年来，

学校提出了密切“五个对接”， 即学校

与地方政府对接， 学院与市县职能部

门对接， 专业与产业对接， 团队与示

范基地、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新农村

建设示范镇村对接， 专家与企业和项

目对接。

学校强化与地方政府的深度融合，

先后与27个市、 县、 区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 将安徽省各市、 县农技站纳

入学校的科研推广体系， 相继在各市、

县农技站、 农科所建立了近百个产学

研基地。

学校还强化与科研院所的深度融

合，先后与南京农大、华中农大等10多

所涉农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

安徽省农科院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联

合开展研究生的培养与合作研究。 实现

了从“单兵作战”向整体协同攻关的转

变、从单纯的产业科技到产业科技与民

生科技并重的转变、 从“单向输出”向

“深度融合”“双向互动” 的转变， 形成

了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

该校党委书记赵良庆介绍， 针对

“三农” 工作缺乏人才的实际， 安徽农

大把人才培养纳入“大别山道路”， 学

校坚持把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下得去、

用得上、 留得住” 的农业实用人才作

为首要任务， 从与金寨县政府携手创办

了全国第一所全日制县属农业专科

班———金寨大专班， 到向省主管部门提

出在全省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

建议， 从培训新型农民到深化学校教育

教学改革，几十年如一日，着力构建农村

人才培养的新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 28年来， 安徽农

大为地方共培训了各级各类人员200多

万人次， 累计推广各类实用技术和科

技成果1500多项， 有100多项成果已发

展成为省内的主导产业， 使数十万农

民走上了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