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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用好

用好统筹这把“金钥匙”

一朝牵手 终生受用

我校已经订阅《中国教育报》10余年，它是教师们最喜欢的

课外读物之一，是我们终生的朋友、动态的教材。《中国教育报》

全面、准确、及时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及工作部

署，传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信息和经验，为教师开辟了一条拓

宽教育视野的新途径， 使教师接触了更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思

潮，了解到更多地方的教育现状。 它办有丰富多彩的各类专刊，

以高品位的知识性、趣味性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刊登的师德

教育、课改、教育功能、名校建设等内容，教师们百看不厌。《中

教评论》等栏目针对教育热点问题展开评论，深入剖析问题，反

映了老百姓的心声，读了非常痛快。

教材、教辅书是静态的，有限的几次教师培训，也往往不能

满足教师提升自身能力的需求。《中国教育报》 弥补了这些不

足。 阅读《中国教育报》，沐浴着教育改革的春风，我们对今后的

教育工作更有信心。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

察哈尔右翼后旗白音察

干第二小学 张东升

企业出题 教师析题 学生破题

浙江中职生创新作品解小微企业难题

本报讯 （记者 翟帆）

不久前，

浙江象山技工学校学生朱振霖的小

发明“密封圈安装保护器” 被当地

一家汽车修理厂花8万元买走， 这让

他一下成了学校里的名人。 “这是

我参加省中职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没想到， 还真的能被企业看中、 用

上！” 朱振霖兴奋地说。

今年2月，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在全省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试

点学校中开展了“企业出题、 学

校接题、 教师析题、 学生破题”

创新大赛， 要求所有的参赛作品

必须是企业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小

工艺、 小设计、 小革新等方面的

真实难题。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

和准备， 60多个破解企业难题的

作品项目陆续汇集到浙江省教科

院。 朱振霖的“密封圈安装保护

器” 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9月份， 朱振霖在当地的一

家汽车维修公司实习时注意到， 师

傅在安装变速器输入轴密封圈时总

是很头痛———安装密封圈前要扩张

油封的内孔， 可是油封采用的是特

佛龙材料， 耐温、 耐磨、 耐腐蚀，

很难扩张， 扩张后又不易收缩， 所

以一次成功率很低， 返修率特别高。

“要是有个专用的安装工具就好了。”

朱振霖想。 后来学校到各合作企业

征集难题， 朱振霖就把这个想法反

映给汽修专业的柳志方、 张益萍两

位教师。 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

创新课题， 于是启发朱振霖： 可以

参考日常生活中的水龙头、 热水瓶塞、

套袖等来设计。

水龙头的螺纹和热水瓶塞都是从

锥形原理而来， 密封圈的安装工具是

不是也可以像漏斗一样做成锥形呢？

和教师充分交流后， 朱振霖就去查找

资料， 设计草图， 并制作出第一个样

品。 根据汽修公司的师傅试用后给出

的改进建议， 朱振霖又作了进一步的

修改， 最终完成作品， 并申请了实用

新型专利。

“这个小发明省时省力， 能让密封

圈一次安装到位， 降低了返修率， 减

少了维修成本。” 象山乐业汽修公司总

经理郑江十分青睐这项小发明， 以8万

元的价格买下了朱振霖的专利。

不久前， 浙江省教科院对入围一

等奖的12件作品组织了现场答辩， 答

辩小组由课题主创学生、 指导教师及

课题相关企业技术主管三方共同组

成。 在答辩现场， 记者看到， 不少企

业都是老总亲自出马声援学生。 “小

微企业面临转型升级， 这些中职学生

的小发明、 小创造非常适合我们小微

企业， 只需要几千元的投入， 就能大

大提高生产效率。” 一位企业老总对

记者说。

面对在场企业的热情声援， 省教

科院副院长方展画感触颇多： “过去

的校企合作为何总是学校‘一头热’？

因为企业无法从合作中获得效益， 自

然没有积极性。 在校企合作中， 学校

需要反思‘我能给企业带来什么’， 这

样肯定能大大拓展校企合作的深度。”

山东大学

央视舞台搭在师生身边

本报讯 （记者 顾雪林）

近日，中央电视台总编室“青年

影响力”活动携手《谢天谢地你来了》栏目走进山东大学，把央

视的舞台搭建在师生们身边，近距离倾听青年观众的心声。 由

中央电视台帮助山东大学成立的“即兴喜剧社”同时成立。

据介绍， 经过海选面试， 山东大学共有30名学生接受了

栏目组指派的专业教师的培训， 并参加了12月8日的现场演

出。 山东大学的留学生们现场表演了话剧 《茶馆》 片段。 此

前， “青年影响力” 活动曾携 《对话》、 《星光大道》 等品牌

栏目和陈伟鸿、 毕福剑等知名主持人来到大学生中间。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李守信表示， 山东大学借助央视品牌

栏目成立的“即兴喜剧社”， 有助于大学生们开阔视野， 感受

与追求智慧文化和快乐人生， 这为山东大学厚重的文化增添

了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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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

四个本科专业恢复五年制

本报讯 （记者 高靓）

记者近日从中央戏剧学院了解到，

从2013年开始， 戏剧影视导演、 舞台设计、 戏剧创作、 歌剧

表演四个专业方向恢复五年学制， 新设立的音乐剧系、 京剧

系、 歌剧系开始招生， 京剧系学生实行免学费政策。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助理、 表演系主任郝戎表示： “这些

专业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实行五年制教学， 后来因学校

空间不足等客观原因压缩了学习时间。 随着新校区的启用，

为了更好地遵循艺术教育的规律， 确保高质量艺术人才的培

养， 学校决定恢复这4个专业的五年制教学。”

刚刚投入使用的中央戏剧学院新校区占地约335亩。 据介

绍， 中央戏剧学院不会因为校园面积的扩大而盲目扩招。 据

悉， 2013年该校本专科计划招生596人， 本科396人， 专科

（高职） 200人。 对于报名者甚众的表演系， 学院明确表示，

2013年依然保持只招50人的计划。

卓越联盟学科测试考两门

本报上海

12

月

11

日讯 （记者 董少校）

卓越人才培养合作高校

今天发布自主招生公告， 卓越联盟9所高校统一进行的学科基础测

试将于2013年3月2日举行， 考试科目为两门。

卓越联盟高校12月15日起接受考生报名。 学科基础测试采用笔

试形式， 将分为学科基础一和学科基础二两类进行， 前者涵盖数学

和物理知识， 后者涵盖数学和语文知识。 为方便考生， 学科基础测

试将在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和主要城市设置考点， 考生可就近选择

考点参加测试。

卓越联盟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西北工

业大学、 东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大

连理工大学。 学生在进入卓越联盟合作高校后， 可在就读期间共享

各合作高校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国内外交流、 图书信息等诸多

方面的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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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里， 她在给灾区送棉鞋返程时遇车祸， 被誉为“最美新娘” ———

李成环：最后的温暖留给玉树孤儿

■

本报记者 冲碑忠

连日来， 陇原大地上的人们争

相传颂着一个美丽又感人的故事：

一位25岁的教师， 在蜜月里， 带着

700双棉鞋赶赴青海省玉树灾区的3

所孤儿学校， 为孩子们送去冬日的

温暖。 然而在返途中， 她遭遇车祸，

离开了她热爱的世界。 她就是李成

环， 人们称她为“最美新娘”。

在父母眼中， 她是一个孝女；

在丈夫眼中， 她是一个贤妻； 在

同事眼中， 她是一位快乐天使 ；

在学生眼中， 她是一位和蔼可亲

又严肃认真的大姐姐。 今年25岁

的李成环，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

家女孩， 父母都是甘肃省兰州市

红古区的农民， 全家一年的收入

不过6000多元。 并不富裕的家境

让李成环从小就很懂事， 也很乐

观豁达、 富有爱心。 因为喜欢和

孩子们在一起的感觉， 李成环一

直梦想成为一名教师。 考入武威

职业技术学院后， 李成环非常努

力， 在学校里表现突出， 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 李成环如

愿以偿地来到兰州市第二十四中

学， 成为一名生活老师。

尽管每个月工资仅有800元， 而

且整天都在为600多名学生日常生活

中的琐事忙碌， 但李成环很开心。

她用爱心呵护着学生， 让学生们感

受到了家的温暖。 高三学生瞿海迪

记得， 有一次连续下了几天雨， 学

生宿舍内被褥受潮， 李成环就将几

个宿舍的被褥拿出去晾晒， 自己累

得满头大汗， 却毫无怨言。 还有一

次， 瞿海迪的被褥不小心洒上了水，

当时马上要上课的她顾不上晾晒。

当下课回到宿舍时， 她却发现被褥

已经晒干， 而且叠得整整齐齐。 当

得知是李老师做的这一切时， 她感

受到一种在家里才有的温暖。 高三

学生刘慧记得， 女生宿舍楼没有厕

所， 上厕所必须要到100米以外的旱

厕， 晚上很多女生不敢去，就去找李

老师。 不管下雨刮风，李成环都拿着

手电筒一路护送，为她们“站岗”。 这

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李成环用爱心感

染了每一个人， 成了学生们的好姐

姐、贴心人。 同事们说：“她的脸上总

挂着笑容， 学生们都喜欢她。”

由于工资少， 李成环生活非常

节俭， 对她来说， 买一件衣服都是

一件很奢侈的事。 平时吃饭， 她基

本上都只吃家里拿来的馍馍和方便

面。 同事们怕她营养不良， 劝她吃

好点， 她总是笑笑。 然而，李成环对

学生却很大方。同事桂春香说：“哪个

学生头疼感冒、没有伙食费，成环都

毫不吝啬，又给他们补贴又买药。 ”

李成环的丈夫龚大锬是兰州市

城关区城管局的一名协管员， 每月

工资1400元。 夫妻俩

虽然收入不高， 但爱

心善举却如泉奔涌 。

几年来， 两人省吃俭

用， 把积攒下来的钱

都捐给了玉树灾区的

受灾儿童 。 而这次，

他们俩更是把办婚礼

所剩的1.6万元全部拿

了出来， 为灾区儿童

购买了过冬棉鞋。

李成环离世后， 甘

肃、 青海两地群众自发

以各种方式缅怀这位“最美新娘”。

甘肃教育系统广大师生积极学习她

的感人事迹和高贵品质， 以不同形

式表达对她的哀悼和追思， 为她惋

惜、 为她骄傲。 “李成环的事迹非

常感人。 一个新娘， 在蜜月期去看

望玉树孤儿， 不幸遭遇车祸离世，

我深受感动。”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

嘉毅说， 全省教育系统都要学习李

成环的友爱精神、 关爱精神， 学习她

热爱学生、 勇于奉献的高贵品质， 增

强教师对学生的关爱、 对教育事业的

热爱， 以实际行动， 贯彻落实好党的

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的目标要求。 12月11日， 共青团青

海省委、 青海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

追授李成环青海省优秀青年志愿者荣

誉称号。

多学科融合

课堂更高效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教师

蔡立革正在上多学科融合课 “小

故事， 大学问”。

12

月

11

日， 北京

市海淀区小学减负增效工作研讨

会在人大附小召开，

100

多名与会

代表对人大附小的

6

节展示课进行

研讨， 探索通过高效课堂减轻学

生负担。

李会然 摄

传真

每日

●

宁夏平罗县

5000

多名学生乘

上校车

平罗县此次采取由公司购

买校车、 政府购买校车服务的方式。

投入运营的40辆校车共投资1195万

元， 涉及60条线路、 420个站点， 可

解决全县5000多名学生的交通问题。

（记者 陈晓东）

●

全国高校地理信息系统大赛

落幕

赛事由中国地理学会与超图

软件联合主办。 100余所高校的

3000多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 山

东科技大学与滁州学院分别获得组

件开发组和Web应用开发组冠军。

（记者 易鑫）

●

《共产党宣言》 汉译图典和

《中国共产党章程》 图典出版

《共

产党宣言》 汉译图典首次汇集全国

10个馆藏的7种汉译本、 107种珍贵

版本。 《中国共产党章程》 图典首

次汇集全国4个馆藏151种珍贵版本。

（朱平）

●

中国律师百年回顾与展望论

坛举行

与会代表探寻律师制度轨

迹， 展望中国律师未来发展， 就推

动律师制度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

发挥更大作用等进行了研讨。

（记者 姜乃强）

●

文化领导与学校改进高峰论

坛举行

论坛的主题是文化领导与

学校改进， 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教

育管理者、 校长代表和北京市大兴

区的教育管理干部、 校长参加论坛。

（记者 赵正元）

●

中国海大附中成立中国海洋

报海洋教育编辑部

该编辑部将依

托中国海洋报创办和编辑 《中国海

洋报海洋教育专刊》， 面向全国中小

学宣传海洋教育、 普及海洋知识、

培养海洋意识。

（记者 孙军）

全国职校信息化教学大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张婷）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 2012年全国职业

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近日在南京落下帷幕。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

颁奖典礼并现场点评教师获奖作品。

鲁昕指出， 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有用之才”。 这要求职业教育必须更新传统观

念， 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 以信息技术为突破口， 全面提升教

育质量。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举办3年来， 评选了一批优

秀作品， 提高了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和教师信息化能力。 今后， 要

继续通过大赛促进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课程的深度融合， 以信息化

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据悉， 全国中职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已经举办了两年。 今年大

赛首次将高职院校也纳入其中， 并更名为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

大赛， 开设了多媒体教学软件、 信息化教学设计等6个比赛项目，

覆盖了全部1466个专业。 来自全国的36个参赛队共1146名教师参

加了比赛， 参赛作品达406件。

李成环

(

资料图片

)

（上接第一版）

二是实现上下联动。 教育体现

着党和国家意志， 一些涉及重大制

度设计的改革 ， 只能是自上而下 ，

才能真正取得突破。 但同时应看到，

基层蕴藏着无穷改革力量和智慧 ，

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 改革如何

推进， 基层是第一实践者； 改革效

果如何， 广大师生和群众最有发言

权。 必须保护和激发基层改革积极

性， 建立改革激励机制， 实现 “自

上而下” 与 “自下而上” 的有机结

合。

三是找准重点难点。 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 ， 必须找准突破口 ，

集中力量攻坚， 尽快取得更具标志

性、 有较高显示度的成效。 重点一

旦突破， 其他方面问题相应就会迎

刃而解。 要进一步明确下一阶段的

改革目标， 特别要在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均等化 、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 教育监督评价体系建设

等方面， 确定改革任务， 制定改革

措施， 协调改革政策， 加快推进步

伐， 通过重点突破实现改革整体推

进。

四是完善体制机制。 实践证明，

体制顺， 合力成； 机制灵， 活力生。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关键在于

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

要进一步完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的指导协调机制、 激励机制、 试

点动态调整机制、 监督问责机制和

宣传工作机制， 明确各相关部门在

改革推进中的责任分工， 形成全社

会理解、 关心、 重视、 支持教育改

革的良好氛围， 开创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的新局面。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农村教师

在全区崭露头角。 以岩口复兴学校

为例， 该校校长晏廷荣介绍， 几年

来， 全校有7名教师被评为区级骨干

教师， 在万州2010年举办的赛课技

能大赛中， 该校语文、 英语科目荣

获区一等奖， 把很多城区学校甩在

了身后。

这得益于万州实施的农村教师

优先培训。 近年来， 万州实施城乡

教师逆向定期交流机制， 每年安排

200名城乡教师定期流动， 同时实行

“三自主”、 “三优先” 机制。 “三

自主” 即学校自主选择区内骨干教

师到校上示范课、 自主选择本地名

师到校办讲座、 自主提出讲座和示

范课内容。 “三优先” 即农村教师

各项培训优先、 骨干教师评选优先、

表彰优先。

在保证农村教师“进得来、 留

得住” 上， 万州也下足了功夫。 万

州将“双特” （特设岗位、 特色学

校） 教师全部补充到农村边远学校，

80%以上的公招教师充实到农村中

小学。 2011年以来， 万州又实施了

义务教育学校农村教师津贴， 全面

启动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 万州

今年又成功申报“十二五” 期间国

家边远山区农村教师周转宿舍922

套、 资金4830万元。

通过持续努力， 万州城乡师资

差距不断缩小， 农村中小学、 幼儿

园生师比由2005年的19.94∶1减少

到目前的 16.67∶1； 区级及以上

1418名骨干教师中， 农村教师达到

50%。

没有任何一项提升教育质量的

改革， 可以绕开课堂教学的变革。

近年来， 由于农村小学生源锐

减， 万州出现了大量小班。 2008年，

万州组织科研攻关， 以彰周中心小

学凤凰完小为试点， 开展小班化课

题研究， 构建起5个小班教学模式，

研制了10个小班教学管理制度， 探

索出了一条新形势下打造农村优质

教育品牌的成功之路。 2009年11

月， 凤凰完小小班教学经验在万州

全面推广。

在此基础上， 2010年春季开始，

万州大力开展“变革课堂教学， 提高教

学质量” 的课题研究， 探索出了基本教

学模式， 课堂质量得以全面改善。

能有所用： 强化职教推动

“好就业”

王永江的家乡在重庆市奉节县云梦

土家族乡， 海拔1300米， 山多地少， 生

活艰难。 初中毕业后考入重庆市三峡水

利电力学校， 成为他走出大山、 改变命

运的转折点。 毕业后， 凭着所学知识，

他创业成功， 成为一家公司的老板， 在

城里买了房， 把父母接出了大山。

“发展职业教育， 将青壮年尤其是

农村青壮年转变为高素质劳动力， 不

仅能推动产业发展， 还能为农村减负，

统筹城乡发展， 促进移民安居致富。”

万州区教委主任蒋艺义说。

对职教的重要作用， 万州一直以

来都有清醒的认识， 把职业教育摆在

突出位置， 努力建设三峡库区职业技术

教育和技能培训基地。 “十一五” 以

来， 万州划拨城市建设用地3000多亩、

投入3亿多元改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

2007年以来， 全区共计发放资助资金

5.5亿元。

优化资源配置、 调整职教结构，

是万州职教发展需要突破的重要一

关。 2006年以来， 万州着力整合教

学资源，将38所中、高职学校调整为

18所，中、高职院校数量比由2006年

的36∶2调整为现在的11∶7。 坚持

多元办学， 支持和规范民办职业技

术教育发展的政策， 也使办学条件

好、 社会认可度高的民办院校纷纷

涌现。

在万州区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 万州职教取得了飞速发展。 每

年毕业生都供不应求， 一次性就业

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据万州区

教委统计， 仅该区的中职学校， 每

年就为产业发展输送毕业生近两万

人， 其中七八成来自农村。

如今， 万州职教的辐射作用已

逐渐显现。 走在万州城区， 每10个

人中就有1名职教生， 每10名职教

生中就有8个是外地人。 职业教育

正吸引着三峡库区及周边省区的学

子们涌向万州， 又从万州走向全

国。

（上接第一版）

会议对考试安全工作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 强调要加强组织领

导和责任落实， 加强人员教育和监督管理， 加强考务建设和管理，

加强部门协调和考试环境综合治理， 加强诚信教育和宣传以及加强

督促检查和责任追究， 努力实现2013年平安研考的目标。

各省（区、市）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有关负

责同志、招委会委员，教育行政部门及招生考试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同

志、分管负责同志，各报考点及报考点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机

构主要负责同志,研究生招生单位负责同志在各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全面加强考试安全 维护教育公平公正

人物

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