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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团委的党员和大

学生志愿者来到融水镇五星小学， 向学生们赠送

了一批图书、篮球等文体用品。 廖子渊 摄

新闻故事

书记校长成“班友” 贴近学生“接地气”

———广东医学院探索全员育人新模式纪实

■

本报记者 赖红英

通讯员 吴征宇 姜淑娟

“我最心爱的班友们就要毕业

离校了， 我有很多想法、 理念告诉

你们， 希望你们能吸取我的经验，

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好……” 这是

广东医学院党委书记江文富作为人

文与管理学院2008级 （12） 班的

“班友”， 勉励即将毕业学生的话。

同江文富一样， 作为普通“班

友”， 和学生们交朋友、 谈心， 引

导他们“在阳光路上走正、 走稳、

走远” 的， 还有学校其他100余名

领导干部。 2011年， 广东医学院

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班级制度， 105

名处级及校级领导干部直接成为

108个班级的学生“班友”。 目前，

领导干部们通过电话 、 短信 、

QQ、 电子邮件、 走访、 随堂听

课、 主题班会、 座谈、 茶话会等方

式， 开展班级活动近千次。 学校通

过调动并发挥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

示范引领作用， 改变辅导员单一管

理的模式， 探索出了一种新师友关

系， 营造全员育人新模式。

联系班级“接地气”，

领导“班友”显“神通”

60后、70后的领导干部怎样和

90后学生缩减年代差，做良师兼益

友，是很多“班友”在跟学生们打交

道时留心的一个问题。 学校领导干

部带着感情去做学生工作， 丢掉架

子减“官气”，放下身段降“傲气”，深

入师生接“地气”，进行了各种形式

的探索、创新和尝试。

两年来， 领导干部们“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有的主持主题班会、

讨论会、现场办公会，有的与学生一

起清洁教工宿舍区的卫生， 带头为

困难学生捐款， 有的与学生一起开

展学习研讨、郊游。最引人注目的还

是一些新的交流形式。 学校第二临

床医学院党总支书记邓树勇， 每天

都有一份特殊的“早餐”和“夜宵”

———阅读学校的“南海潮BBS”，了

解学生们的思想情况， 并及时回应

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和建议。 他以

“诚实”为网名，发帖、回帖10000多

条，深受学生“粉丝”的喜爱。

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也利用网

络平台和现代通讯工具和90后“班

友”沟通交流，不少干部还把自己的

电话、QQ号等印制成卡片发给学

生。随着微博持续升温，很多领导干

部开通了微博，接受学生评论、私信

提出的问题疑惑，并一一解答。

亦师亦友， 学生成长

不迷茫

在以往的高校教育管理模式

中， 学生的管理、 教育、 服务等工

作大都压在了辅导员身上， 学校机

关干部很少直接跟学生打交道， 往

往把学生当作被管理的对象， 忽略

自己在管理过程中的育人职责。 广

东医学院通过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班

级制度， 直接参与学生工作， 及时

了解学生所思所想， 把育人工作贯

穿到教书育人、 管理育人、 服务育

人工作各环节， 在学生成长的每一

个细节上给以关注、 呵护和引导， 让

学生在成长路上不迷茫。 学校学工部

部长谭秋浩说： “也许我们的大楼不

够多， 大师和‘大家’的数量有限，但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 学校师生亲如一

家，大爱溢满校园。”据介绍，学校每位

领导“班友”要定期填写“广东医学院

党政领导干部联系班级情况登记表”，

并及时报学校学工部， 定期在学校办

公网汇总公布， 接受监督。 领导干部

在落实联系班级制度中的表现和成

效， 将作为其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

一， 并作为评优评先的依据。

倾听学生心声， 打造

全员育人新格局

领导干部联系班级制度的重要成

效之一就是强化了行政管理人员的育

人责任。 在与领导“班友” 交流中，

一些学生直接指出了学校管理方面的

问题， 例如宿舍太过闷热， 有蚊子；

食堂的饭菜比较单调， 需要及时调

整； 冬天热水不够热， 电也不够用，

宿舍楼顶水池漏水等。

“以前， 学生遇到此类问题， 只

能向辅导员反映， 辅导员再向相关负

责部门反映。 而领导干部联系班级制

度建立后， 学生多了一个反映途径，

能把一些相关信息直接反馈到学校层

面， 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 该校

一名学生对记者说。

此外，领导“班友”们还担任了学

生的心理辅导员、就业指导员、情感疏

导员、做事做人引导员等，从学生进校

到就业， 从课内到课外， 从学习到生

活， 无不渗透服务育人的理念。

据介绍， 领导干部联系班级制度

是广东医学院全员育人的开端。 全校

近600个班级，第一批仅有108个班级

安排了“班友”，不少班级有“意见”。于

是，二级学院也开始效仿，开展了“党

员教师联系班级制度”，安排教师成为

“班友”。接下来，广东医学院争取每个

班级都安排一名“班友”。

记者了解到， 该校最近又推出了

领导干部联系教研室制度， 进一步密

切联系教师， 及时解决教学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营造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

各地动态

目前 ， 河南出现了 两例

H7N9禽流感患者。 为保障师生

身体健康， 4月15日， 该省教育

厅专门组织人员精心设计制作了

“加强校园流感防控 宣传普及防

控知识” 系列宣传图片， 以生动

活泼的形式， 加强防控知识宣

传，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减少流感等春季传

染病的发生。

本报记者 李见新

河南发布校园

防流感宣传图片

九百个日夜的感动凝成一封“宏志”信

■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谈雷 蒋斯亮

“从你身上， 我看到了江苏青

年的蓬勃朝气， 也看到了祖国的未

来和希望。 我相信， 在全社会的关

心下， 只要你们坚持刻苦学习、 奋

发进取， 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

材， 为民族振兴建功立业……” 4

月7日， 江苏省扬州市第一中学高

三 （1） 班学生李文康收到了省教

育厅厅长沈健的回信。 一个多月

前， 作为学校专门招收品学兼优而

家庭困难学生的“宏志班” 一员，

李文康提笔给沈健写了一封信。

“原本只是想表达一下感恩之情，

没想到竟有了回音。” 李文康拿着

饱含温度的回信， 脸上洋溢难以言

表的激动。

3年前， 由于家境贫困， 李文

康选择了扬州一中的“宏志班”。

通过努力， 他拿到的奖学金已足够

交纳每学期的学费， 而自己在学校

食堂吃饭从来没花过一分钱。 “同

学们都被减免了学杂费， 得到了生

活补助， 有的还获得政府奖助学

金， 还有很多好心人的资助。 从高

一进校到现在， 900多天里， 我每

天都收藏着感动。” 提到写信的缘

由， 李文康说， “于是， 我就想提

笔给沈健厅长写信， 虽然从来没见

过他， 但是我知道， 他对我们的关

心肯定不少。 当时， 我心里有个想

法： 马上就要高考了， 再不表达一

下感恩之情， 就没有机会了。”

“能一路走到现在， 去追逐心

中的理想， 离不开你们的一路呵

护， 我想我们不该只懂得接受而

不懂得感恩， 我们全体师生都常

怀一颗感恩之心。” 在信中李文康

写道， “我们感谢一切曾经给予

过我们关怀的人， 你们的关怀对

于我们‘宏志生’ 更加弥足珍贵，即

使身处寒冷，但只要一想到我们在如

此之好的环境下学习，心中就立刻涌

动着暖流……”

扬州一中副校长丁志萍告诉记

者， 学校“宏志班” 的学生多年来受

到社会各界的帮扶和资助， 一直心存

感恩。 给帮助过自己的人写信汇报近

况， 已成为学校“宏志班” 的传统。

记者了解到， 从2005年开始 ，

扬州市教育局推动该市每个县 （市、

区） 都开办“宏志班”， 截至2012年

年底， “宏志班” 已覆盖全市6个县

（市、 区） 的16所学校， 共有88个

班， 招收了3414名学生。

海南5年培养23万名

技能型职校生

每年培训20多万人次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 （记者 刘见） 记者今

天从2013年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式上

获悉， 2008年至2012年， 该省职业院校共培养

23万名技能型毕业生。

近年来， 海南按照“稳定规模、 夯实基础、

优化结构、 提高质量” 发展职业教育的工作思

路， 强力推动促进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 截至

2012年年底， 全省中高职在校生达到25万人，

年培训20多万人次。 全省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基

本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 结构较为合理、 服务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专业体系。

据了解， 为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检查

职业教育成果，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提高职业

教育教学质量， 海南每年都精心组织全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清华大学与新疆

签署教育合作协议

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合作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清华大学日前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签署协议， 双方将就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一系列课题开展全面合作。

根据协议， 双方将加强教学、 科研活动和师

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以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为核心， 构建丰富实用的培训体系， 广泛

开展基础教育领域课程、 器材教学等方面的研究

培训， 提高整体教育水平。 具体合作项目包括各

级教育管理干部培训项目、 中小学校长管理能力

提升项目、 中小学教师教学骨干培训项目、 班主

任工作研讨、 交流项目等10项。

从2013年起，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将为新

疆教育系统每年培养40名左右的教育学硕士。

并在2至3年内， 为新疆提供教育学博士名额1至

2名， 以提升地区教育管理水平的综合实力。

姚基金助贫困地区

学生圆篮球梦

本报讯 （记者 禹跃昆） 4月15日， 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姚明爱心基金再次开启“姚基金

希望小学篮球季” 系列公益项目。 活动将继续秉

持2012年首届篮球季提出的“以体育人， 开启

新希望” 理念， 近80所贫困地区希望小学的学生

将有机会了解篮球， 感受体育精神。

2012年， 首届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邀

请了来自18个省份47所学校的近2.7万名青少年

参与， 其中900名学生入选了校篮球队， 得到了

篮球支教志愿者近40天的专业指导和训练， 不

仅提高了篮球技巧， 也增强了自信。

点钞高手演绎指尖上的“魔术”

———北京中职技能比赛会计技能比赛见闻

■

本报记者 张婷

“这是一张记录企业某年某月

某日发生经济业务情况的原始凭

证， 选手们现在的任务是将这张原

始凭证上的信息进行整合计算， 再

通过电子财务软件， 完成会计账目

和报表生成等各项财务任务。 这样

的赛题完全模拟企业真实的财务工

作流程， 就连考试中使用的软件也

与企业完全相同。” 近日， 在北京

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比赛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比赛北京地区预赛会计

比赛现场， “会计电算化” 赛项裁

判长、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副教授孙

莲香拿着考题对记者说。

顺着孙莲香指引， 记者看到，

参赛的近百位选手被分到3个电脑

机房进行比赛。 只见选手们紧张地

操作着电脑， 他们时而敲击键盘，

时而阅读赛题， 耐心地完成一个又

一个任务。 在开赛1个小时后， 一

些选手顺利生成了第一份会计账

目。 孙莲香说， 选手要在3个小时

内完成建立套账、 填制审核凭证、

登记账簿等全套财务工作是很不容

易的。 即使是对一个在职会计人员

而言， 这些工作也不会轻松完成。

从选手们现场的表现看， 平均素质

相当出色。

当然， 选手们要想在“会计电

算化” 赛项中夺魁， 不仅要完成电

脑上的比拼， 还要接受另两个环节

“点钞” 和“翻打传票” 的检验。

在“点钞” 赛场， 随着裁判长

一声“开始”， 选手们唰唰地点起

了一沓沓的点钞券。 选手们的点钞

手法各不相同， 有的使用单指单张

法， 有的选手则是多指并用。 只见

一名用刀切法点钞的学生， 在10

分钟的比赛时间内完成了20沓百

张点钞券的点钞工作。

在“翻打传票” 现场， 选手们

左手翻着传票， 右手不停地敲打着

数字键盘。 有的选手可以做到五指

并用连续敲击键盘， 就好像指尖在

跳舞一样。 20分钟后， 裁判宣布

比赛结束。 到此， 选手们完成了

“会计电算化” 赛项的全部比赛。

会 计 比 赛 中 还 有 一 个 赛

项———“会计手工”。 谈起这个项

目的设置， 北京市商业学校会计

系主任丛秀云说： “这是今年新

设置的比赛项目， 在3个小时的比

赛中， 主要考查学生手工填写原

始凭证、 规范登记记账凭证、 核

算账目等能力。 对进入中小企业

工作的中职生来讲， 你可以不擅

长会计电算化， 但是必须要有过

硬的会计手工技能。 在这些不大

的企业中， 会计工作主要是依靠手

工来完成的。 从这个角度讲， 该比

赛对学生今后就业和中小企业挑选

合适的人才都是大有好处的。”

果然， 在“会计手工” 比赛现

场， 不少企业就瞄上了不少“好苗

子”。 比赛一结束， 某公司的经理王

健就向几名优秀学生抛出了橄榄枝，

力邀他们加盟。 “市技能大赛就是要

为学生创造实现梦想的机会， 为企

业、 学校、 学生搭建沟通的平台。”

北京市教委职称处副处长杨劼高兴地

说。

据悉， 此次大赛是北京市举办中

职会计技能比赛以来， 规模最大、 参

赛学校最多、 参赛学生最多的一次。

经过多年的总结， 比赛过程更加合

理、 规范， 比赛裁判均来自相关企

业， 并聘请了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师担

任裁判长和仲裁委员会主任。

宁波引入第三方机构

调解学生伤害纠纷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记者

近日获悉， 宁波市将出台学生伤害

纠纷处置办法， 引入独立的第三方

机构， 即成立学生伤害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 专门调解学生伤害纠纷

。 宁波要求， 各地各校要推进大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加强心

理健康专职教师队伍建设和心理

健康预警机制建设， 全面建立心

理有异常、 思想有障碍等特殊学

生档案。

首都高校经管学院

辩论赛开幕

本报讯 （记者 俞水） 近日，

第十届首都高校经管学院辩论赛开

幕。 未来一个月里， 来自17所高校

24个经管类学院辩论队的200余名

精英辩手， 将就当今社会热点经济

问题展开辩论。 据悉， 本届赛事旨

在深化学生对经济学科知识体系的

理解， 提升其专业素养与综合素

质。

北京印刷学院文化

产业安全研究院揭牌

本报讯 （记者 高靓） 近日，

北京印刷学院文化产业安全研究院

成立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该研究院

将系统研究支撑学科发展的基本理

论， 聚焦文化产业安全领域热点和

难点问题， 推出中国文化产业安全

报告， 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建

议。

� 3.居住房间及学习场所经常开窗通

风

� 2.咳嗽或打喷嚏时应用纸巾遮住口

鼻， 避免接触禽类等易于携带禽流感病

毒的动物， 一旦接触过禽鸟或禽鸟粪便，

要立刻用肥皂和清水彻底清洁双手

� 6.如出现流感样症状要及时到医院

看病， 留在家中休息

� 1.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经常用肥

皂和流水洗手

� 4.加强体育锻炼， 注意膳食营养，

提高自身免疫力

� 5.减少或避免前往人群稠密场所

（上接第一版）

生活部的老师们更是每天都为学生操心费

力， 不是父母胜似父母。 他们在每个夜晚都像星

星一样守护着学生的酣眠， 他们是这些难得回家

的盲聋孩子的爸爸妈妈， 陪伴在孩子们的身边，

呵护着孩子们的心灵， 保护着孩子们的安全。

阳光下的植物葳蕤盎然， 每一次拔节都透射

出向上的魅力， 爱如涓涓细流在淄博特教中心汇

聚， 这块土地是我们特教老师的梦之所在， 这块

土地也成就着孩子们的“阳光梦”。

（作者为山东省淄博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

（上接第一版）

针对当前高校毕业生求职过程

中遭遇的就业歧视问题，《通知》 特

别强调， 各地、 各高校在组织校园

招聘活动时， 要加强对用人单位资

质、 招聘信息的核查， 营造公平就

业环境。 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

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

要做到“三个严禁”： 严禁发布含

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

样的招聘信息， 严禁发布违反国家

规定的有关性别、 户籍、 学历等歧

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 严禁发布虚

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 坚决反

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 要加强对

毕业生的法制教育， 提高毕业生维

权意识， 积极创造条件， 主动为毕

业生提供求职、 签约等方面的就业

权益保障服务， 切实维护毕业生的

合法权益。

加强就业信息服务

坚决反对就业歧视

辽宁启动专项检查

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

涉及3085所重点监测校

本报沈阳4月17日讯 （记者 刘玉） 辽宁省

今天启动全省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专项检查工

作。 从4月下旬开始到11月下旬， 辽宁将对被列

入2013年全省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重点监测范

围的3085所学校进行专项检查。

据悉， 今年的专项检查内容包括： 教育行政

部门及学校是否存在擅自公布或炒作学校的升学

率和升入重点高中、 重点大学情况信息， 违反规

定公布考生成绩、 名次和录取信息， 以中考、 高

考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或班级进行排名和相

关奖惩， 向所辖学校下达中考、 高考升学指标等

现象； 是否存在随意组织学校或学生参加各种统

考、 联考、 竞赛、 考级等活动； 是否按照规定严

格控制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 考试内容是否符合

课程标准要求。 教育行政部门是否存在对中小学

违规办学行为不制止或者制止不力现象。

湖南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中心成立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旭林）

湖南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日前

正式挂牌成立。 该监测中心将积极

组织力量研发高质量的监测工具，

切实加强对监测程序、 监测结果的

应用研究， 以最少的样本量获得最

有效的代表性， 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