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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中旗

举办安全知识大赛

提高学生避险能力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刘维平）

为强化

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提高全旗学生的安全知

识水平和安全防范意识， 预防和减少各类事

故的发生， 近日， 内蒙古乌中旗教育局协调

旗交警队、 消防队， 在全旗10所中小学举办

了“校园安全知识大赛” 竞赛活动。 此次竞

赛共发放标准答题卡5000多份， 并发放了

安全知识手册5000多份， 内容涉及交通安

全、 消防安全、 用电安全、 自然灾害安全、

学生意外伤害的预防、 突发事件的正确处理

方法等。

据悉， 此次竞赛全旗共有10个班集体获

得团体安全知识优秀奖， 33名学生获得了个

人安全知识优胜奖。 通过此次竞赛， 全旗各

学校普及了安全知识， 提高了学生的避险能

力， 丰富了学生的安全知识。

用作品敲开入职大门

广西职技学院校企合作培养对口人才

■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周治

“以前不少学长学姐都是通过毕业作

品展被企业看上的， 我今天参展的作品就

是实体求职简历， 希望能通过此次展示的

作品，敲开用人单位的大门。”广西职业技

术学院产品包装专业毕业生杨明聪告诉记

者。 日前， 该院举行了一场名为“设计

style”的2013届艺术设计与传媒毕业生设

计作品展暨就业推介会。推介会上，该学院

800多名毕业生展示了700多件（套）作品。

“本次展出的作品， 70%为校企合作

的项目作品。”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

记黄党源说。

与不少院校毕业生的毕业作品为虚

拟作品不同，该学院毕业生在教师和企业

设计师的带领下承接企业项目，项目基本

在“校中厂—企业设计工作室”或“厂中

校—校企合作职业技能训练中心暨教师

工作站”内完成的。当天展出的校企合作

项目作品， 大部分已经投产、 在建。

“不仅学生的毕业作品是项目作品，

他们的很多作业也是企业的项目。” 该院

艺术设计系教师王英才说， 从2012年开

始， 该学院将包装制作与设计等专业的

学生一个学期的课从学校搬到了企业进

行试点， 让学生在企业上课， 为学生授

课的除了学校的老师， 还有企业的设计总

监。 学生在上课期间设计出的作品若被采

用， 还能拿到相应的报酬。

正是由于学院与市场的密切接触， 推介

会当天展出的学生作品吸引了上百家企业。

“你下午过来一趟， 我刚看了这个作品展，发

现好多学生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在推介会

现场， 广告公司的林先生就与公司人事部负

责人进行联系，商量起“挖人”事宜。

寒流中闪耀的师德光辉

———记湖北省谷城县南河镇见义勇为教师郭祥涛、 李永锋

■

通讯员 陈宝林 石本强

“快点救命呀， 有两个人快

不行了！” 车内， 浸满了冰冷的

河水， 微弱的呼喊声阵阵传来；

车外， 一位老师用双手扣住车

门， 用一只脚使劲儿蹬车身，拼

命去拉。终于，这一道“救命门”

被打开了！用锤子砸、用竹杆捅、

用撬棍撬， 浸泡在冰冷的河水

中，他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救

人！救人！

2012年12月25日， 雪花伴着刺骨的

北风， 让原本冷清的湖北省谷城县南河

镇更加寒冷寂静。

“郭老师， 你快开车过来， 出事了！”

下午4点， 正在办公的南河镇中心学校郭

祥涛老师接到了李永锋老师的电话。 郭

祥涛来不及多想， 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跑。

当郭祥涛火速赶到， 见到等在路口

的李永锋时， 李永锋焦急地说： “好像

是我多年前的一个学生打来电话， 只说

车从南河坝下来掉到水里， 然后就失去

了联系。”

郭祥涛一听顿感大事不妙， 南河坝

下公路一边是水深湍急的南河水， 一边

是输水东渠， 无论车掉到哪一边， 都是

凶多吉少！

由于不清楚落水地点， 郭祥涛边开

车边冷静地对李永锋说： “你负责看

右侧， 如果有护栏或绿化带被撞的痕

迹， 就让我停车。 我负责看路左侧河

渠。” 由于山区公路狭窄， 再加上车速

快、 视线不集中， 车子几次擦过公路

绿化带。

随着车子越来越接近大坝， 郭祥涛

的心越提越高。 突然， 他发现河渠里有

四个轱辘露在水面， 大喊一声： “就在

这儿！”

郭祥涛把车停在路中间， 打开车灯

警示路人， 然后让李永锋赶快给派出所

打电话， 站在路边拦车拦人， 争取救援

力量， 他自己则跳进了冰冷的渠水里。

值得庆幸的是， 郭祥涛正好跳到渠

中自来水引水管道上， 即使这样， 渠水

还是漫过了他的胳臂。

救人心切， 他使劲儿去拉车门， 但

由于渠水压力太大， 再加上车辆受损，

车门无法拉开。 这时， 他听到车里传来

凄惨的呼救声： “快点救命呀， 有两个

人快不行了！”

郭祥涛越发着急， 他用双手扣住车

门， 用一只脚使劲儿蹬车身， 竭尽全力

去拉， 终于将左侧车门打开了。 正是因

为他打开了这道“救命门”， 才为车内输

送了宝贵的空气。 由于力道太大， 他滑

倒在水里， 赶忙站稳后， 忙伸手进去抓

人， 可什么也抓不到。

岸上的李永锋也是焦急万分。 突然，

一辆大货车从坝上拐了下来， 李永锋不

顾危险， 冲到路中央， 拦停了大货车。

在货车司机的帮助下， 郭祥涛用锤子砸、

用竹杆捅、 用撬棍撬， 拼命想把车内的

人救出来， 却因在深水中作业使不上劲

儿而失败。

车内的求救声变得嘶哑微弱了， 郭

祥涛心急如焚。

这时， 派出所民警赶来了， 一名民

警和李永锋跑向坝顶请人关闸， 其他人

和货车司机一起跳进水渠， 紧紧贴住郭

老师和后车门， 再慢慢向外扩展， 尽量

隔断水流， 然后齐心协力拉车门。

后车门终于被打开。 郭老师伸手进

去抓住一只手， 急忙奋力往外拖……终

于， 车内四人有两人获救了， 遗憾的是，

随后救出的两人已停止了呼吸。

为了救起素不相识的落水人， 郭祥

涛在冰冷的河水中浸泡了20多分钟。 第

二天， 他因发烧、 腹泻住进了医院。

第一个被救的小闻说： “如果再晚

半分钟， 我和另一个获救的司机都会死

了。 获救时， 司机已经昏厥了。 亏得郭

老师救助及时， 我们才捡回一条命。”

事后， 同事们询问情况时， 两位老

师都不愿谈及此事。 郭祥涛说： “那是

人的本能反应， 无论是谁都会那样做

的。” 现在， 走在谷城县南河镇的街头巷

尾， “老师” 的称呼已被“英雄”、 “好

人” 替代了。

连日来， 谷城县综治委、 教育局深

入学校为两位老师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获救者敲锣打鼓为恩人送锦旗， 谷城县

教育系统开展向郭祥涛、 李永锋老师学

习活动。 近日， 郭祥涛、 李永锋将县综

治委、 县教育局奖励的4000元全部资助

了贫困学生。 这两位老师的感人事迹，

让南河小镇的冬天不再寒冷。

湖南沅江

“孤岛”小学

教师喜获奖励

本报讯 （通讯员 谢乐夫 ）

在日

前召开的2012年度教师绩效工资大会

上， 湖南省沅江市共华镇中心学校校

长曹秋洪当场宣布： 从2013年开始，

每年给该镇最偏远的、 有着“孤岛”

学校之称的均和小学的12位教师予以

奖励。 会上， 共华镇中心学校当场为

均和小学拨款共计5000元。

均和小学地处该镇最偏远地带，

四面都是乡村小道， 一条通往学校的

必经之路坑坑洼洼， 泥泞不堪， 给师

生的生活和学习带来极大困难。 过去，

一些教师来此任教一段时间后， 都想

方设法调离此处。

近年来， 该校新任校长欧仕良带

领全校教师奋发图强， 落实课改精神，

不但开齐开足艺术课程， 而且加强德

育工作， 各项工作进入了全镇学校先

进行列。

前不久， 两位年轻的特岗教师来

到了均和小学， 给这所偏远的“孤岛”

学校带来了活力和生机。

此次共华镇中心学校领导通过调

查， 一致认为， 近年来， 均和小学各

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 为了让均和

小学的全体教师， 尤其是远道而来的

两位特岗教师安心从教， 为农村教育

事业作出贡献， 共华镇中心学校专门

作出决定， 绩效工资奖励部分向均和

小学倾斜， 该校12位教师均浮动一级

工资。

无棣

校车安装定位设备

校园电子监控联网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王蕾 文炎）

日

前， 通讯员在山东省无棣县教育局电子监控

中心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监控平台查看

校车及学校安全状况。 有了这个监控平台，

该县所有校车和校园情况尽收眼底， 真正实

现校车、 校园“一网控”。

为使全县学生安全管理更加精细化、 智

能化， 无棣县为投入运营的119辆校车安装

了车载监控、 GPS卫星定位设备和行车记录

仪。 每辆校车上有5个监控摄像头,实时监控

校车所处位置、 行驶速度、 车内外状况等，

有效监督校车安全有序运营。 同时， 该县启

动全县校园电子监控联网工程， 在全县130

多所学校、 幼儿园安装了电子监控设备， 对

全县学校和幼儿园的大门、 操场、 院墙、 餐

厅等重点部位进行实时监控,“平安校园工

程” 实现提档升级。

牡丹江

寒假开放体育场所

免费举办球类培训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关志生）

为丰富

学生寒假学习和生活， 引导和鼓励广大中小

学生积极参加形式多样、 健康向上的体育活

动， 牡丹江市今年寒假期间为全市中小学生

免费举办球类培训班， 并开放部分体育场

所。

据了解， 此次牡丹江市分别开设了篮球

和乒乓球培训， 分为小学组、 初中组和高中

组三个班； 开放市第二中学、 第五中学、 立

新小学三个体育场馆， 以及朝中、 朝小两个

专业速滑冰场。

该市教育局在寒假前专门组织调研， 制

定相关方案， 并下发通知， 要求各中小学认

真组织学生参加培训， 安排专任教师带队；

承担开放场馆的任务学校要提供必要条件，

组织专业人员做好培训和管理服务工作，

保证安全和活动效果， 使参加活动的学生

有所收获。 据悉， 全市预计将有3000余名

中小学生参加免费培训、 到开放场所参加体

育活动。

快 讯

小团队“征服”大舞台

———华中科技大学学子助力中小企业发展略记

■

通讯员 周前进 粟晓丽

前不久，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大

学生科技创新团队聚团队队长朱钦淼，

应湖北省荆门市高新区之邀， “率领”

学院师生赴荆门市考察洽谈校地、 校企

长效合作机制。 一个大学生社团缘何得

到地方政府、 企业的如此青睐？ 华中科

大和荆门政府、 企业负责人异口同声：

他们一个15人的小分队， 用一个月破解

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难题， “征服” 了大

学生智力援助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升级的

大舞台。

公司负责人连呼“超出想象”

2012年6月， 平时依托数字制造装备

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做工程项目的

聚团队， 萌生了去基层、 去中小企业实

践服务的念头。 通过湖北省科技厅的牵

线搭桥， 团队选拔了15名队员分批进驻

荆门市的3家中小企业。

中集宏图公司生产的球罐， 主要用

于储存或运输石化产品， 对各块球皮外

形的精度要求极高， 传统测量方法为实

测手算， 因数据多、 误差大， 导致其外

形数据的获取在行业中是一件耗时耗力

的工种。 公司一直将该工艺对外发包处

理， 但也一直试图突破这一困境。

8月20日， 抱着让学生们试一试的态

度， 公司将“球罐球皮精准下料样板计

算软件” 研发这一难题交给了团队成员

郑世娇等。

拿到技改难题， 3位大学生很兴奋，

每天不到凌晨2点， 他们停不下工来； 每

天早上8点， 他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建数

据模型， 江海霞负责公式推导， 为确保

不出差错， 她反复演算了5天。 甘健负责

构建软件系统， 共编写了2000多行的代

码， 他笑称“至少完成了两门课程作业

的代码编写量”。

8月29日， 当他们提交合格产品时，

公司负责人连呼“超出想象”。 用他们的

话说， 3个还没毕业的学生， 仅用了10

天， 就将原来测算一类球皮所有生产加

工参数需要的两天时间， 缩短到只需按

下一个按键， 就能准确计算出外形数据，

大大提高了球罐的生产效率和精度。

10天时间， 聚团队3名本科生郑世

娇、 甘健、 江海霞用实实在在的产品

“征服” 了中集宏图公司， 使他们不用

再外包加工球罐下料样板， 而开始用

团队研发的计算软件自己生产， 并因

此将球罐整罐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50%左右。

该公司总工程师称， 该软件2012年9

月即获得了应用， 原来生产1个球罐需17

天左右， 现在只要8至10天了。

“光在车间打杂儿可不行”

目前， 我国很多企业不大愿意为大

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因为这样的实习大

多“走马观花”， 企业不欢迎被“打扰”。

朱钦淼说： “刚开始， 这些企业也

不大相信我们的能力， 不是让我们在车

间做一些机械重复的工作， 就是出一些

要求不明确的项目。”

一个星期过去了， 10天过去了。

“光在车间打杂儿可不行。” 朱钦淼带着

队员们多次找企业负责人沟通， 希望企

业能提供一些生产难题， 让他们有针对

性地开展攻关实践。

3家企业为学生们的责任心和闯劲所

打动， 先后拿出了8个课题。 各项目小组

开始奋斗在研发一线， 当遇到无法解决

的难题时， 他们就向学院和实验室的老

师、 学长求助， 向企业员工请教。

一个月下来， 队员们分组承担的项

目全部完成， 6项当即获得应用， 另外2

项， 公司进行改进后也已应用。 学生们

为楚大机电公司完成的“LD-8S全自动

数控制瓶机平行开关模的改进” 项目，

现已在加工样机； 为新宇机电公司完成

的“激振力调节指示牌的成本方案优

化” 项目， 每年可为公司节省资金20万

元左右。

“请你们以后一定再来”

“我们需要这样的大学生来企业实

践， 请你们以后一定再来。” 2012年8月

31日， 队员们离开荆门时， 楚大机电公

司总经理邓家辉发出了真诚邀请。

新宇机电公司董事长游学峰也掏出

了真心话：“我们分配给你们的课题都是

工程中心计划完成的课题， 你们在工作

上的冲劲以及任务的完成质量都给我们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欢迎团队大四的队

员来我们公司做毕业设计， 欢迎你们明

年再来！”

回校后， 团队不仅允诺了企业“明

年再来” 的邀请， 还大胆地当起了“红

娘”， 积极协调， 推动学院和荆门方面探

索校地、 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近日， 双方达成共识， 将结合荆门

高新区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以政产学

研模式为导向， 共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实践基地。

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院士说， 聚团

队的创新实践活动， 意义不仅在于为企

业解决实际问题， 而且对增强大学与企

业的互信、 教育与社会的互信有一定作

用。 他说： “我们的社会和教育都需要

这种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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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包校负责督察

严查假期违规补课

本报讯 （记者 郝文婷 通讯员 崔海

斌）

进入寒假以来， 内蒙古包头市已三次下

发文件， 严令禁止中小学校和教师违规收费

补课， 并实行地区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包校负

责制， 围绕安全和补课等重点工作， 集中开

展督察整治行动， 通过拉网式检查， 确保学

生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寒假。

据悉， 包头市教育局严禁中小学校(含

民办学校)利用假期休息时间， 组织学生进

行任何形式的集体收费补课； 严禁中小学校

在职教师组织学生进行校外收费补课或在民

办教育机构以及校外的任何文化补课班、 培

训班兼职或任课； 严禁公办学校与社会力量

合作办学或以社会力量办学名义， 由学校动

员、 组织、 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各类收

费补课行为； 严禁公办学校及教师为社会力

量办学做招生宣传活动； 严禁公办学校将教

育资源出租给其他单位， 用于对中小学生的

教学活动。

纪检部门将加大对在职教师有偿家教的

查处力度， 发现一起， 严肃查处一起。 同

时， 实行地区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包校负责

制， 围绕安全和补课等重点工作， 集中开展

督察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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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冬令营

近日，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

区士英小学结合本校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多的特点， 为外来娃

在校内举办 “甜蜜冬令营”， 聘

请民间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向孩

子们传授剪纸 、 制作糖葫芦 、

吹糖人等技艺， 丰富孩子们的

假期生活。 图为学生们在动手

穿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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