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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 佳 陈蓓燕

连日来，陈莹丽的事迹感动浙江

大地。

出生于1991年的她，作为乐清市大

荆镇镇安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在得知

自己罹患肝癌后依然忠于三尺讲台。忍

着病痛，每日颠簸120公里的路途，就为

了不耽误给学生们上历史与社会课。

近年来，在我省“最美教师”队伍

中，涌现出越来越多像陈莹丽那样的年

轻教师，他们用坚强、乐观和爱谱写师

德，折射出一名青年的价值追求和责

任担当。譬如桐乡市特殊教育学校教

师沈亚香，作为一名80后，连续17年

工作在特教一线，曾获评我省首届“最

美教师”；还有被评为我省第二届“最

美教师”的徐荣峰，从中学到小学，最

后主动“降格”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

二幼儿园从教，34岁的他内心充满了

对教育和孩子本真的热爱……

有人说，现在有太多不着调的年

轻人，为何他们的青春却如此闪亮？

卡通的涂鸦、俏皮的语气、偶像的

照片、演唱会的票根……陈莹丽的日

记本里充满了90后的特点，但她也说

过“任何东西，都要有点灵魂”。“癌症

晚期病人通常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意志力不坚强的人很难扛得住，她一

定是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乐清市人

民医院医生徐焕海如是说。确实，学

生就是她的精神支柱，教书就是她的

人生梦想。没有这些称为“灵魂”的东

西，是无法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坚

持去学校，不让学生落下一堂课的。

“每年的除夕夜，孩子们都会给我

打电话说新年好，这是最享受的时

刻。”沈亚香说这话时满脸幸福。是对

孩子强烈、充沛的爱让这个当时刚从

中专毕业的小姑娘用了4年时间，尝

试了各种办法，去教会一个无法独立

上厕所的孩子穿脱裤子与如厕。在这

些青年人心里，钻研教育教学、主持课

题研究、指导残障学生康复训练等，既

是忙碌的，也是美丽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实际行

动为自己正名，他们已成为社会的中坚

力量。就年轻教师这个群体而言，他们

的青春之所以闪亮，源于有一颗不断进

取的心。”在省教育工会副主席邓飞虎

看来，正是因为爱教育、爱学生，才可能

拥有用一辈子备一堂课的力量，才有了

在学生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才

有了敢于攻克新知新学的锐气。

“她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令人动容

的事，但她却说这只是分内事而已。”每

当念起因救落水男孩而失去生命的胡

小丽时，瑞安市安阳风荷幼儿园园长黄

素描总忍不住落下泪来。胡小丽的认

真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孩子们进教室

要换鞋，她会不声不响地把鞋摆整齐；

笔记本上记录每天上课的细节；午饭

前提醒孩子小便；喝牛奶时教导孩子不

浪费……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过。

省政府咨询委委员、省社会学会会

长杨建华说，很多80后、90后都是独生

子女，可一旦走上工作岗位后所展现出

来的责任担当却让大家为之眼前一

亮。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时代发展，年轻

人有了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从上一辈

汲取了更多的智慧，受到了精神感染，使

得他们的胸襟更为广阔。

确实，近些年来我们

身边频频涌现的“最美妈

妈”“最美司机”……他们

仿若春风、好似冬雪，在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的年轻教师。徐

荣峰直言，这些“最美”榜样就好像海

上那一座座坚定不移的灯塔，总能从

中汲取智慧和能量，“也让我明白，在

工作岗位上做好分内事，就是对青春

最好的交代”。所以，作为为数不多的

男幼师，徐荣峰10年来兢兢业业：幼

儿园里修马桶等脏活累活抢着干；天

天在园门口迎接孩子；孩子突发疾

病，他总是第一个冲上来抱起孩子往

医院赶……

“这些年轻教师身上的闪光点正

如因子般不断聚合、裂变、升华，喷薄

出道德的力量。”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

学院副院长蒋永贵说，这也提醒师范

院校要注重培养未来教师的师德，以

艺润德，以德熏德。而杨建华则建议，

社会应该给年轻教师更多的机会和舞

台，给予他们尊重和爱护，激励他们成

长为更好的自己。

为何他们的青春如此闪亮

本报讯（通讯员 谌 涛 苏建
宏）“抬头挺胸，预备，起……”8月18

日下午，伴着退休教师翁吉祥打出的

节拍，几个孩子拉起二胡，《小星星》的

旋律回响在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墩头

村的文化礼堂里。

今年暑假，衢州一些农村分别

与当地学校合作，依托村文化礼堂

创立了“暑假来吧”，开出了二胡、剪

纸、书法、讲故事、作业辅导等课

程。他们充分挖掘退休教师、学生

家长、村中老党员、大学生、民间手

艺人等的特长，或组织富有爱心的

志愿者，无偿为农村孩子提供看护

服务，变农村文化礼堂为留守儿童

管护中心、学生暑期实践基地、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在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的“暑假

来吧”里，来自南京师范大学伯藜学社

的9名大学生志愿者与75岁的非遗传

承人汪筱联合作开设了“九华立春祭”

特色课程，深受孩子们喜欢。九华立

春祭作为中国“二十四节气”的代表，

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龙游县詹家镇文化站同时开设了

笛子、二胡、舞蹈、声乐等6个培训班，

均由专业的文化艺术志愿者执教，共

有300多名学生分时段在这里接受免

费培训。学生苏曼的奶奶说，自从村

里办起了“暑假来吧”，有这么好的老

师带他们学习，还能学舞蹈，让家里人

省了不少心。

据介绍，目前衢州全市90%的农

村文化礼堂与当地学校合作，共同开

设“暑假来吧”，惠及学生20余万人。

我省新增两所硕士推免高校

本报讯（记者 李 平）教育部办公厅刚刚公布了

2017年新增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普通高等学校备案名单，我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和杭州

师范大学名列其中，正式成为硕士推免高校。

据悉，这是时隔6年后，教育部再次批准新增研究生

推免高校。截至目前，我省具有研究生推免资格的高校

已达11所。此前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的高校分别是：浙

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浙江师范

大学、宁波大学。

推荐免试又称“保研”，就是考生不参加研究生考试，

通过申请推荐的形式直接读研。各高校有关推免生的申

请条件各不相同，有意跨校保研的考生要提前关注院校

的相关信息。

今秋8个专家团
将开展教育帮扶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近日，省教育厅联合省委组

织部、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召开了“希望之光”教育专

家团队与受援县（市）交接会。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省里将选派8个“希望之光”教

育专家团队到加快发展地区进行教育帮扶，每个团队5

名专家，采取“一对一”服务，每个专家团队服务一个加快

发展地区，服务期限为两年。

据了解，为进一步促进优秀人才向艰苦地区和岗位

流动，2014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部署实施“希望之光”计

划，并逐年加大实施力度。本轮“希望之光”由上一轮的

3个教育团队、5个卫生团队改为8个教育专家团队，受

援地区增加至金华、丽水、衢州、舟山、温州、台州，教育帮

扶从高中扩展到小学、初中、高中，服务期限由一年半延

长至两年。

今年秋季开学前夕，德清县首次将军训引
入新教师的入职培训，重点培养新教师的军人
作风、纪律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为他们今后快
速成长起好步、搭好台。图为89位新入职教师
以军训开启职业生涯第一课。

（本报通讯员 李 杰 邵永华 摄）

先当先当““兵兵”” 后为师后为师

衢州：“暑假来吧”成农村孩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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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学院又签一校地合作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 沈一峰）为加快遂昌经济社会发

展，推进丽水学院区域特色大学建设，日前，丽水学院与

遂昌县政府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合作工作机构和协调机制，加

强科技、人才合作与交流，具体开展精品农业合作，构建

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开展生态工业合作，有效促进产业提

升发展；开展现代服务业合作，加快实现三产有机融合；

加强全域休闲旅游业合作，推进特色旅游业发展；加强汤

公文化研究和中药材产业合作，打造健康产业小镇。同

时，遂昌县政府每年将拿出专项资金，用于双方合作项目

的配套支持。

近年来，丽水学院紧密围绕丽水区域科技、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持续开展“深入丽水 研究丽水 服务

丽水”活动，进一步探索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

目前已与青田、景宁、庆元、云和等县（市、区）签订了全面

合作协议。

浙江两地入选第二批国
家“县管校聘”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公布

第二批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县（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

示范区的通知》，全国共有30个市（区、县）被确定为第二

批“县（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区，我省嵊州市和

浦江县入围。

为优化教师资源配置，促进教师队伍良性流动，增强

教师队伍活力，嵊州市和浦江县于2015年下半年在全省

率先启动了“县管校聘”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经过2016

年和2017年两轮试点，现已基本实现预定改革目标，较

好地解决了部分学校结构性超编和缺编问题，教师配置

更趋合理。

目前，嵊州市的“三个阶段、四大机制、五项举措”，浦

江县“成立一个中心，出台三项制度，完善五项机制”的试

点经验已经成为我省“县管校聘”改革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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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121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日前在绍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日前在绍
兴嵊州拉开帷幕兴嵊州拉开帷幕。。来自来自2323个省市的个省市的119119名选手分别名选手分别
表演了京剧等表演了京剧等2525个剧种个剧种。。嵊州市鹿山小学学生表演嵊州市鹿山小学学生表演
《《山河恋山河恋··送信送信》》获获““小梅花小梅花””金奖金奖。。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陈君贤陈君贤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毛雪逸）8月22日

至23日，全省高校书记校（院）长暑期

读书会在杭州建德召开。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葛慧君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报告，

副省长成岳冲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

省高校书记校（院）长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着

力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省政府副秘书长李云林、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王四清、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何杏仁、省教育厅厅长郭华巍等出

席会议。

葛慧君充分肯定了我省高校贯彻

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取得的成效，并通过“五问”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全面分析了当前高校贯彻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存在的五方面

问题，要求深入查找短板，强化使命担

当，抓好责任落实。

葛慧君向全省高校书记校（院）长

发出了“五问”：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到位了没有？中央和省

委文件要求落实到位了没有？书记校

长的责任履行到位了没有？政策制度

保障到位了没有？齐抓共管的意识到

位了没有？

葛慧君强调，各高校要坚持在办学

方向上不能走错，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上不能行偏，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上

不能手软，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要坚持对标梳理、细化举措、创新

突破，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中央和省委各

项决策部署。各高校书记校（院）长要

尽好政治责任，履好工作职责，扛好使

命担当。要完善考评机制，强化队伍建

设，加大投入保障。各高校党政要合力

干，育人要全员上，课程要同心抓，着力

构建“大思政”格局，推动我省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迈上新台阶。

何杏仁在总结讲话时指出，这次读

书会也是一次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的推进会，葛慧君部长的

报告是对学习贯彻全国和全省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一次再辅导、再

学习、再动员、再部署、再督促、再落实；

葛慧君部长的“五问”问出了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重点堵点盲点弱点。何杏仁强

调，回答好葛部长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五问”，要在提高站位、深化认识上下

功夫，确保高等教育“四为”方向，加快

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全面实施高等

教育强省战略。要在强化使命担当上

下功夫，把牢方向，突破难点，守住底

线，落实责任。要在改革创新、善谋善

为上下功夫，构建“大思政”机制，创新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考评机制、平台

载体建设，实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发

展新突破。要在全面从严、严抓严管上

下功夫，落实高校党委从严管党治党的

主体责任，加强二级学院党建工作，认

真抓好问题整改，支持纪委用好纪律戒

尺，强化问责追究。

读书会期间，教育部社科司司长

刘贵芹应邀就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作辅导报告。浙江

大学等8所高校就抓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作交流发言。

省直有关部门相关处室负责人，省

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

相关处室及直属单位负责人，全省各高

校书记校（院）长等参加会议。

葛慧君在全省高校书记校（院）长暑期读书会上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认真履职尽责
全面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