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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慧

筲

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

高目的， 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筲

使教育过程成为一种艺术的事

业。

———赫尔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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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与我们的使命” 主

题活动专家饶毅： 北京大学终身

讲席教授、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

员。 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

社会行为的分子生物学。 曾任

《神经科学杂志》、 《发育生物

学》 等国际学术杂志编委。 1996

年起兼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1999

年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

科学研究所， 2002年至2005年共

同组建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

研究中心。

广西忻城县农村校建医务室，2万多名寄宿生告别“小病基本靠挺”历史———

卫生院医生“驻”进乡村校

■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黄欣波 樊柳艳

住校学生病了， 痛在孩子身

上， 疼在家长心上， 急在老师心

里。 广西来宾市忻城县2010年

撤点并校以来， 随着生源猛增，

合并学校在疾控预防和学生就医

方面的矛盾愈加凸显。

为解决寄宿制孩子就医难问

题， 忻城县从2011年开始实施

乡镇卫生院医生进驻校园医务室

工作制度， 建立“乡镇卫生院驻

校医务室”， 执行乡镇卫生院医

生晚上住校服务制度， 解决了全

县16所寄宿制中小学2万多名寄

宿生“小病基本靠挺， 大病家长

来领” 的历史。

医院门诊“搬”进校园

“孩子们住校得了小病、受

了小伤都要强忍着，引发高热或

疼痛难忍时才由学校通知家长

送医院就医，特别是在晚上遇到

师生患病时，送医的难度很大。 ”

忻城县教育局局长蓝懂贵道出

医务室进校园之前的现状。

孩子的“痛” 牵动各方的

心， 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随

后， 由忻城县政府牵头， 县教育

局联合卫生局下决心破解孩子们

就医难题， 探寻出乡镇卫生院派

医驻校的有效机制———每个寄宿

制学校设立1个驻校医务室， 每

天晚上乡镇卫生院指派1名医生

到学校值班， 学校安排1名校领

导带班， 学生住校期间每周必须

安排值班5个晚上。

晚上教师放学离校后， 值班

医生从18时到次日8时在校值

班， 全面负责在校生的健康安

全。 县财政为每个驻校医务室拨

款1.5万元， 配备基本药品和器

材， 并按照每人每天60元向值

班医生拨发值班补助。

这项制度有效化解了县乡医

生严重不足、 无法抽调力量到校

任全职医生的问题， 基本上可以

满足学校师生的就医需求。

在政府的推动下， 截至目

前， 全县60多名卫生院医生参

与此项工作， 16所寄宿制中小

学实现医务室全覆盖， 超过1000

名学生到校医室就医。

校园医务室也由单纯给学生看

病， 发展到为学校开展健康安全及

生理卫生知识讲座， 指导学校进行

常见病防治和传染性疾病预防宣教

等工作。

老师终于能睡安稳觉了

“有了校医， 我们的老师终于

能睡个安稳觉了。” 忻城县城关初

中校长黄晓东说。

黄晓东回忆， 2009年5月的一

天夜里， 学校初三男生小张突然在

宿舍内上吐下泻， 班主任和黄晓东

闻讯立即从8公里外的县城赶来，

班主任同时给小张带了一些自家备

有的胃肠药。 服药后小张似乎有所

好转， 大家慢慢放下心来； 岂料，

半夜小张病情急转直下， 黄晓东和

班主任急忙将小张送县医院就医，

并通知小张的家长。

检查后， 医院直接下达了食物

中毒的病危通知书。 小张父母听后

拉着班主任号啕大哭： “为什么不

早点送医院呀？” 20多岁的女班主

任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幸亏那晚小

张经抢救顽强地挺了过来。

“家长的责问、 班主任委屈的

泪水，至今历历在目，真是刻骨铭

心。 ”从此，黄晓东再没睡过一个安

稳觉。 1400多名孩子的健康安全挂

在心头，晚上手机一响，黄晓东就

担心“是不是又出事了”。

直到学校有了驻校医务室， 黄

晓东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

2012年7月4日晚上， 学校初

一女生蓝淑桢患急性肠炎， 直冒冷

汗， 同学们立即把她送到驻校医务

室。 值班医生对蓝淑桢的病情作出

诊断后进行了紧急处置， 然后与夜

班领导一同将她送到卫生院就医。

由于诊断正确， 处置及时得当， 蓝

淑桢在卫生院很快恢复了健康， 第

二天便回校上课了。

果遂乡卫生院蓝经辉是忻城县

果遂乡中心小学的驻校医生， 她告

诉记者， 乡村学校里很大一部分孩

子是留守儿童， 他们早已习惯了吃

苦， 一点小伤、 小病往往自己承受

着、 强忍着。 每次看到孩子们的小

伤痛， 蓝经辉总是细心地为他们贴

上一片创可贴， 送上一些药。

学校有了医务室家长放心

北更乡中心小学留守儿童小丽

和小桃两姐妹， 家在偏远的内仁

村。 小丽体弱多病， 奶奶不放心两

个孙女住校， 专门到学校附近租一

间房照顾两姐妹。

“学校有了医务室， 夜里有个

病痛也不用担心， 我心里感到踏实

多了， 把孙女送到学校住宿， 我放

心了。” 自从有了校医之后， 她定

期带孙女到医务室做简单的检查。

奶奶说： “在校医的指导下， 孙女

饭量增加了， 身体也健壮起来。”

（下转第二版）

“积分入学”能否通向公平？

减负新政能否导向高效课堂

南北学校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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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记者在现场

加快发展现代职教

助力实现“中国梦”

教育部召开职教系统“中国梦”教育

活动座谈会

本报北京4月2日讯 （记者 张婷） 为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中央领导同志系列讲话精神， 教育部今天召

开职业教育系统“中国梦” 主题教育活动座谈会。 教育部

副部长鲁昕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鲁昕用4个梦阐释了中国职业教育梦。 她指出， 中国

职业教育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技能强国

的梦，是全面发展的梦，是人人成才的梦，是尽展其才的梦。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 在推进

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鲁昕强调，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是实现中国职业

教育梦的必然要求。 其中， 要做好三个工作： 一是为实现

“中国梦” 夯实基础， 二是为学生“人生出彩” 打造平台，

三是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保障。

鲁昕指出， “中国梦” 主题教育活动是职业院校教书

育人、 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 是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

抓手， 是激发学生为实践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有效载体。 各

地各职业院校要把开展“中国梦” 主题教育活动作为当前

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重点把握明确目标任务、 夯实活动

载体、 建设节约校园等七个方面的内容， 全面、 持续、 深

入开展活动， 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实现“中国梦” 贡献力量。

来自云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教育厅、 大连市教育局等

职教系统的代表4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河南省教育厅副

厅长尹洪斌等7位代表做了发言， 交流了对主题教育活动

的体会和思考。 （相关报道见八版）

中国教育报走进高校新闻特别行动启动

“中国梦与我们的使命”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天津4月2日讯（记者

唐景莉 高靓 张宝敏） 东风洒雨

露，会入天地春。 中国教育报走进

高校新闻特别行动暨“中国梦与我

们的使命”大型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今天在天津大学举行。

为了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

好、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

新闻单位深入开展的“走基层、转

作风、改文风”活动，中国教育报

精心策划、全力推出 “贯彻落实

十八大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中国教育报走进高校新闻

特别行动”重大报道，组织记者深

入各级各类高校， 与高校师生交

流互动， 宣传报道高校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 推进教育改革

创新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就、

新经验， 通过典型报道、 问题调

查、成就展示等方式，进一步凝聚

共识，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加紧

攻坚克难的步伐， 加快推进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 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活动将历时一年，覆

盖“985”、“211”、地方本科院校、

高职院校等各级各类高校。

与此同时， 中国教育报“中

国梦与我们的使命” 大型主题活

动举行。 举办这一大型主题活

动， 旨在展现和抒发包括教育系

统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在内的

海内外中华儿女心中的“中国

梦”、 教育梦， 请知名专家学者

结合自己的经历， 讲述心中的梦

想与期待， 激发师生爱国热情，

走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 凝

聚中国力量。 通过这一活动， 进

一步引导广大学生为实现伟大

“中国梦” 而发奋学习， 让青春

伴随着时代进步在寻梦、 追梦中

书写更加灿烂的动人篇章。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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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职院党委书记李永健与师生网上谈心

书记开微博

为师生排忧解难

■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何志武 宋文瑶 张颢蓝

他虽不与学生朝夕相处， 但学生时刻感觉他就在身

边， 因为一有问题， 他总能在微博中及时回应； 他的微博

总是院系处室负责人最关注的， 因为稍不及时发现问题，

书记的“批件” 就来了……他就是武汉长江职业学院党委

书记李永健。

2011年1月， 李永健任长江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这年

5月， 他开通了个人微博———“@武汉李永健”， 正是通过

微博， 他迅速了解学校的方方面面， 如教育教学状况、 后

勤服务、 学生的心声、 毕业生的意见、 教师的建议等， 一

年多时间， 粉丝量近万人。

2011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10点多钟， 女生楼一学生

通过私信反映：“厕所堵水，急求解决！ ”李永健一边通过微

博聊天，询问具体房间，一边给后勤部门打电话处理。 这个

女生没想到， 微博上的联系还在继续， 学校维修工就敲门

了。几分钟后，问题解决了， 微博里一片学生的感谢声。

此后， “书记微博” 受到师生关注， 收到不少意见、

建议， “某某老师上课迟到”、 “食堂饭菜能否再便宜

点”、 “学生信件不能及时收到” ……李永健都一一回复，

并责成有关部门迅速解决。

很多学生叫他“李叔”。 2012年10月， 一位新生在微

博给李永健发私信： “李叔， 我想报考专升本， 但还差点

钱， 能否帮我借2000元。” 李永健收到后， 回信说： “你

明天下课到我办公室

来拿吧。”

（下转第二版）

新闻故事

微博谈心

彰显治校新理念

■

陈亦冰

据报道， 长江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永健经常与师生在

微博上谈心， 为师生排忧解难， 李永健的微博开通一年

多， 处理师生大小事情1000多件。 在李永健的带动下， 长

江职业学院各院系、 处室负责人纷纷开通微博， 了解学生

的所思所想， 为师生排忧解难。

“书记微博” 开辟了一条及时与学生沟通的绿色通道，

在校园里倡导了一种善于倾听的好风气， 值得称道。 现在

办学都讲求“以人为本”， “以学生为本”， 但许多时候我

们并不真正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渴望， 也很少有机会倾听他

们真实的心声。

长期以来， 一些高校领导把自己看作是学校当然的领

导者、管理者，他们制定的许多计划、规则，常常是从管理的

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有时自以为是为学生

创设了许多条件和机会， 但并不完全都为学生所喜欢。 现

在，长江职业学院积极顺应潮流做出了改变，开通微博，领

导带头，干部跟上，一群“书记、主任微博”，拉近了干群之

间、师生之间的距离， 营造了校园的和谐与温馨氛围。

当然，开微博不能只是管理者、教育者的一种姿态、一

种治校策略；更应该是一种真诚、一种服务、一种真正以人

为本的办学理念。所以，开微博也不能只停留在为学生排忧

解难上， 教育者还应通

过这个绿色通道， 更多

地听取师生们对教改、

对办学的宝贵意见。

今日 评

微

肩负使命 放飞梦想

———中国教育报走进高校“中国梦与我们的使命”主题活动侧记

■

本报记者 高靓 唐景莉

4月2日， 中国教育报走进

高校“中国梦与我们的使命” 主

题活动来到天津大学， 举行了首

场主题报告。

“花堤蔼蔼， 北运滔滔， 巍

巍学府北洋高……从不纸上呈空

谈， 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一百多年前， 在中日甲午战

争的阴霾中，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

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

带着中华民族的“强国梦”诞生。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梦”再

次成为回响在校园中的主旋律。

下午两点， 天津大学学生活

动中心报告厅坐满了学生。 在大

家期盼的目光下， 报告主讲

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

长饶毅一席唐装，走上讲台。

从“美国梦” 到“中国梦”， 从

家国梦到教育梦， 饶毅结合自己多

年在海外从事科研工作的经历和对

国家发展、 对教育事业深切关注，

对比了“美国梦” 和“中国梦” 的

异同， 阐述了大学对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的使命， 谈到了年轻一代的

理想和责任。

饶毅说：“‘美国梦’推崇的个人

奋斗并非完美。 我们今天完全有自

信探索自己的道路， 可以吸收其他

国家和文化的优点， 无需受其他国

家思想的束缚。 我认同的‘中国梦’

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源基础上，

结合中国100多年来的历程所形成

的。 一个世界大国、 一个有悠久历

史文化的民族， 经过特定历史阶

段， 形成了我们独特的精神文化。”

谈到自己回国从事科研工作的

经历，饶毅表示：“我不仅不后悔，而

且很乐观， 并希望更多人特别是年

轻人加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

国内的工作前景是乐观的， 当然我

们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直面我

们所处的时代，不妨扪心自问，不但

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 而且要问

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

现场气氛在互动环节达到高

潮。“如何发展自己的个性？ ”“为什

么中国经济条件好了还出不了重大

科研成果？”从问题中不难看出当代

大学生对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关

切。后排一位高个男生一直举手，这

位叫程云飞的学生来自试点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求是学部。 获得提问

机会后， 他说：“我是带着这个疑惑

来听报告的。 您说‘美国梦’突出个

人，‘中国梦’注重集体，那么现在大

家都在说的‘中国梦’， 和我们个人

有什么关系呢？” （下转第二版）

天津大学校园中轴线的国旗

之下， 一块巨石上刻着“梦成真”

三个大字。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