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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记者从9

月8日在杭举行的全省县（市、区）教育

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工作会议上获悉，

接下来我省将开展首次教育现代化发

展水平监测工作。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方天禄出席会议并讲话。

方天禄指出，开展教育现代化发展

水平监测，目的是通过监测查找差距、

找准短板，进而积极整改，整体提升区

域教育现代化水平。这次监测将运用

我省自主研制的指标体系作为工具，共

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55个

监测点，指标体系巩固了浙江教育改革

与发展成效，体现了浙江教育自身的特

点，同时对当前教育领域的一些难点、

热点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

据介绍，监测工作由作为第三方评

估机构的浙江省教育现代化研究与评

价中心负责实施。方天禄强调，各市、

县（市、区）要高度重视监测工作，成立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确定数据申报与

审核部门，规范监测工作流程。相关人

员要加强学习，提升业务能力，准确把

握指标体系内涵，准确理解统计范围。

监测数据的收集、审核和上报要实事求

是，杜绝弄虚作假。各市、县（市、区）要

加强筹划，把握时间进度，保质保量完

成相关工作。

会上，省教育现代化研究与评价中

心等单位分别就监测指标内涵与计算

方法、数据填报、满意度调查等单位作

了介绍和布置。

我省将开展首次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

□本报记者 金 澜 于 佳

“看，孙杨来了！”伴随看台上一阵

清脆的童声，浙江财经大学游泳馆里

近千双眼睛齐齐地投向了运动员入口

处，场内呐喊和尖叫声响成一片。身

高1米98、身着中国游泳队队服、戴着

耳机的孙杨在候场选手中格外显眼。

9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

动会大学组游泳比赛拉开帷幕。刚

从天津全运会回来的“浙江水军”被

重新打乱，就读于苏州大学的孙杨代

表江苏队参加了大学乙组男子200

米和 400 米自由泳两个项目的比

赛。从10日上午的预赛开始，他就

成了众人追逐的目标，远道而来的粉

丝和媒体把校门堵得水泄不通。

当然，孙杨的表现也让观众大呼

过瘾，打破了200米和400米自由泳

两项学生运动会赛会纪录，成绩与刚

刚结束的全运会不相上下。按孙杨自

己的话说，作为一名专业运动员，只要

上了赛场，无论什么样的比赛都会认

真对待。

在混合采访区，媒体架满了“长枪

短炮”，本报记者也第一次与众多体育

记者抢占有利位置。但孙杨只回答了

央视记者的一个提问就直摆手，希望把

更多的采访机会留给其他参赛同学。

作为超级粉丝的记者还近距离拍到了

他穿粉色泳裤、腹肌亮眼的帅气模样，

并有幸与他击掌，送上夺冠祝福。

今年刚从天津医科大学运动与康

复专业毕业的傅园慧则以天津队队员

的身份出战了9月11日晚的大学乙

组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当晚，这位

“表情包”少女的人气完全不亚于孙

杨，一出泳池便被众多媒体团团围住。

“这次破的纪录是4年前我创下

的，相比4年前还是有进步的。”从全

运会到学生运动会，连着几场比赛参

加下来，傅园慧说，自己体力确实有下

降，但并不影响泳池里拼搏的信念，她

希望能带给其他大学生更多积极、正

面的东西。

记者问她接下来的假期最想做

什么。

她说：“出去玩玩，看看这个世界

有多大吧。”“傅爷”的答案总是这么别

具一格。

当问到作为东道主的杭州姑娘，

有没有请天津队队友们吃饭时，傅园

慧还是忍不住暴露了搞怪的本性。“吃

火锅。”为什么选择火锅而不是杭帮

菜？面对记者的追问，傅园慧的回答

也很干脆——“因为我喜欢吃火锅

呀！”顿时，混合采访区笑成一片。

在全运会上连获三金的谢震业，

目前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当然代表

家乡出战。

“谢震业，谢震业！”听到观众集体

高呼自己的名字，他有些不好意思，但

还是十分大方地来了一个西方式的行

礼，看台上有观众赞：“好绅士啊！”

100米比赛前，恰逢第33个教师

节。谢震业在微博上写道：“感谢感恩

能与老师们相遇，并祝愿老师们节日

快乐。”在随后的决赛中，他毫无悬念

地拿到了冠军。喜讯传来，浙江大学

教授苏德矿也在微博上为他点赞。

全国学生运动会不仅仅是竞技的

运动场，更是青年学子们互相学习、交

流技艺、增进友谊和共同成长的大舞

台。看到这些赛场上的“大腕”连轴转

地参加全运会和学生运动会，却没有

丝毫的懈怠，你说这样的“星”值不值

得追？

大家一起来“追星”

□本报记者 李 平

开学前夕，记者走进磐安县实验初

级中学时，陈斌强正在办公室忙碌着，

“孩子们马上要上八年级了，我要把课

备得扎实些，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他们”。

作为“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

陈斌强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从2007

年开始，他用一根绑带将患阿尔茨海默

病的母亲绑在身后，骑着电瓶车每周往

返于30公里的山路，坚持照顾母亲、教

学工作两不误。2012年11月，家住县

城的陈斌强从磐安县冷水镇中心学校

调入离家不远的县实验初中。

陈斌强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

的，从没想过，有一天我的事迹会受到

那么大的关注，也从没想到，会得到这

么多、这么高的荣誉。”几年来，他先后

获得“全国师德楷模”“全国道德模范”

等荣誉称号，并被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

3次。时间飞快，繁华褪尽，一切恢复平

静，陈斌强依然默默地坚守在教育一

线，过着平凡的日子，可2013年5月的

一次活动中，习总书记的勉励一直激励

着他：“照顾好母亲，教好书！”

“习总书记说，‘现在，青春是用来

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

把这句话当成了座右铭。”陈斌强告诉记

者，“而我自己要做的，就是谨记总书记

的教诲，更加踏实地工作，更加尽心地

照顾母亲，既做一名好老师，又当一个

好儿子。”

人们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

又一个5年过去了，陈斌强对待母亲一

如既往地细致、周到。有段时间，他陷

入了比以往更难堪的境地——除母亲

需要照顾外，93岁的奶奶上山捡柴火摔

伤了脊椎，上小学的儿子又发烧住院。

陈斌强和妻子同时要照顾3个病人，但

他总是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

好起来的”。

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陈斌强盖了

新房，他把原本住在老宅的奶奶接过来

一起住。摔伤以后，老人一直卧病在

床。每天繁重的教学之余，陈斌强都要

赶回家里，给两位老人喂饭，照顾她们

的生活起居。

“她俩把饭含在嘴里不往下咽，我

又希望她们能多吃几口，一顿饭喂下

来，眼看着上课时间就到了。”陈斌强

说，医生曾建议他给老人插上胃管，他

心疼她们，最后想出了一个把饭菜榨成

流质再喂的办法。

母亲仍然不认识陈斌强，不知道他

的名字，也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她

儿子。陈斌强说：“那又有什么关系？

只要看见母亲安全地待在我身边，看着

她灿烂的笑脸，就足够了。她不会说

话，我可以教她说；她不会吃饭，我可以

喂她吃；她记不得以前的事儿，我可以

慢慢说给她听。”

在县实验初中，陈斌强比以往更加

努力了。他教两个班的语文，同时担任

校团委副书记。让校长陈正洪印象最深

刻的是，陈斌强刚来没多久就勇挑重担，

中途接过“烫手山芋”——两个让其他教

师感到头疼的班级。让大家没有想到的

是，一个学期之后，两个班的语文成绩

“起死回生”，成为年级最优。他带的学

生，也打心眼里认可这位严厉而不失亲

和的老师。学生曹振豪这学期要去县第

二中学读高一了，曹妈妈特地来感谢陈

斌强：“孩子以前成绩那么差，如果不是

遇到陈老师，哪能考上普通高中？”

过去5年，陈斌强记不清自己去外

地甚至外省做过多少回讲座了。有时是

去中小学，有时是去高校，有时是去企

业，唯一不变的是他讲座里的内容——

“做人要懂得感恩。百善孝为先，就从

感恩父母开始吧。”

县实验初中校史陈列室的一面墙

上，全都是有关陈斌强的事迹介绍。

2015年，学校成立了“全国道德模范”陈

斌强德育工作室，吸纳了该校四五十名

德育教师。陈斌强还出资1万元，成立

了孝心奖励基金会。该基金会已经评选

了两届“小孝星”，每届10名。这一届的

评选工作开学后便会启动。而陈正洪则

筹划着将教室走廊上的空间布置成陈斌

强和他母亲的故事，呈现孝文化主题，

“希望让孩子们一看就有触动”。

陈斌强的又一个五年

校园防台保安全

今年第18号台风“泰利”预计将于近日沿浙江近海
北上，给我省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我省各地各校时
刻关注气象动态，主动开展防范台风工作，确保校园和
师生安全。图为宁海县长街镇中心幼儿园安保人员与
教师正在加固悬挂物件和高耸树木。

（本报通讯员 王小飞 摄）

下半年学考选考
报名启动

本报讯（记者 于 佳）记者近日从省教育考试

院获悉，2017年下半年高中学考和选考报名截止到

9月19日。

今年下半年学考选考将在11月 2日至 4日进

行。学考报名对象为本省普通高中在校生、高中阶段

其他学校在校生和社会人员。选考报名对象为参加

本省普通高考招生的高中在校生和符合高考报考条

件的相关社会人员。

学考选考报名，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环

节。考生可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网（www.zjzs.net）

填写各项报名信息。9月21日至23日，考生持身份证

到所选择的现场确认点办理报考相关确认手续。未

确认网报信息的考生不能参加考试。

我省5人入围
“马云乡村教师计划”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2017届“马云乡村教师

计划”初评日前在杭州落幕，我省共有5名教师入围

了这份名单。

初评委员会通过现场电话访谈，让300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入围乡村教师以“因为我，学生有什么不同”

为题进行叙述，经交叉打分后最终确定了180人的提

名名单。“今年是‘马云乡村教师计划’实施的第3个

年头，我们发现很多报名参评的乡村教师非常优秀，

他们教学思路灵活丰富，想方设法让学生得到全面发

展，可以说是用实力圈粉，我们的评委对他们非常认

可。”马云公益基金会负责教师计划的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本届“马云乡村教师计划”的实施范围已

从去年的13个省区扩大到全国。活动于2月15日启

动，在两个月的申报期内，共有近5000名乡村教师注

册申报。获得提名的180名教师将参加9月底由马云

公益基金会在全国4个城市统一举办的现场终评，基

金会将从中选出100名优秀乡村教师，为他们每人提

供持续3年总计10万元的现金与学习资助。

开化集中资源
办好十件教育实事

本报讯（记者 金 澜）9月9日，开化县召开教育

发展千人大会，在表彰先进教师的同时，还对下一阶

段的省基础教育重点县建设和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县

创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未来3年，该县将集中资源全力办好十件教育

实事，确保2019年顺利完成省基础教育重点县建

设提升任务，通过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县评估验收，

力争于2020年跻身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

行列。

这十件教育实事涉及教育质量提升、基础教育

提升、校园文化建设、名师队伍培养等多个领域。今

后3年，该县将每年安排2000万元资金重奖质量优

胜学校和教师；精心打造多彩校园，投资3000万元打

造20所智慧校园；建立教育持续投入多元渠道，筹措

资金1亿元创设教育发展基金；继续优化教育布局，

完成15所农村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实施教师暖

心工程；完善学生关爱体系，对全县近5000名留守儿

童格外关心关爱；3年将累计投入10亿元以上资金建

设31个教育重点项目。

2017年建德市青少年跆拳道比赛日前落下
帷幕，来自该市21所中小学校的300多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此次比赛是为了更好地在青少年中
推广普及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展示跆拳道的实战
水平。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王淑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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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运动会运动会运动会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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