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主管主办
新闻热线：0571-87778090
广告热线：0571-87778177

2018 年12月26日 星期三
第3655号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7

邮发代号：31-27

WWW.ZJJYB.CN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12月 19

日晚，浙江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百

场优秀影片进校园展映活动启动仪式

在浙江工业大学举行。电影《中国合

伙人》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3个年轻

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创业梦的故事，

让现场观影的师生受到不少启发。

连日来，结合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精神，我省各地各校以合唱表

演、诗歌诵读、书画展示、走访调研等

方式，在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

累累硕果的同时，也反映出当代师生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天台三合镇，浙江理工大学服

装学院师生通过展示年代时装秀、演

示沙画、体验扎染等活动，让居民们直

观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创新与进步。

国际教育学院的师生则走进安徽小岗

村，以现场写生和临摹老照片的方式，

手绘出了16幅小岗村过去和现在的不

同景象，既致敬改革开放，又上了一堂

形象生动的思政教育课。

温州大学举办的“溯游改革，不忘

初心”系列活动吸引了不少师生。看

到童年吃过的零食、玩过的玩具，听着

七八十年代的经典歌曲以及革命老兵

讲述当年的故事，很多人感慨地说：

“改革开放的40年是对‘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最好注脚，庆幸自己生在了这个

年代。”

“……忆往昔，百业千紫，盛世乐

章……改革开放四十载，龙腾虎跃巨

辉煌。胸襟宽，看千里慕云，屹钱塘。”

在学校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书

画展上，浙江树人学院城建学院党委

书记田国庆写下了自己创作的一首诗

词。他说：“亲历改革开放40年，见证

了学校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的巨大

变化，相信未来会更好。”

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拓者谢高华入

选了“百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

对此，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思

政教师滕进芝激动地说，今年10月谢

老还来过学校指导大学生创业，接下来

将再次邀请他来作主题报告，让大学生

真正读懂改革开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的磅礴力量。

而在各地中小学，师生们也用自

己的方式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遂昌

县第三中学的学生小记者团来到附近

街道，采访街边小店老板、油漆工人、

保安等，听他们讲述今昔变化。“文具

店老板就是靠着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把

生意越做越大，如今有车有房还有幸

福的一家。”小记者毛雨晨说，原来改

革开放就在身边，给周围人的生活带

来了这么多改变。

湖州市菱湖中学内地西藏班举行

了“庆祝改革开放，西藏40年变化”图

片主题展，来自山南地区的高二学生

贡觉措姆边看展边自豪地说，如今内

地有的西藏也基本都有，乡民们都开

起了网店，生活越来越安稳。利用废

弃的矿泉水瓶，安吉县晓墅小学举办

了一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拼图

大赛，学生们发挥想象力，拼出了“改

革开放”“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迈进新

时代”等图案，并就着这些图案娓娓道

来自己所了解的过去和现在。而仙居

县安洲小学则举行了“点赞改革开放

40周年”教师诵读比赛，五年级教师

项薇薇说：“改革开放40年来，仙居的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环境更美了，生

活越来越有滋味，我们为伟大祖国感

到骄傲！”

祖国，我们为你骄傲
我省师生举办活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本报记者 于 佳

临近寒假，家住杭州市上城区的

王女士想给女儿报一个吉他演奏班。

通过微信关注“e求学”，她像查字典

一样了解了所有相关的培训机构信

息。为实现对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

管的常态化，杭州市上线了民办培训

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市民只要点击

一下相关信息，便能做到心中有数。

“校外培训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

充，必须有序发展，与学校教育相互

促进、相向而行，绝不能野蛮生长，损

害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省教育厅计

财处相关负责人说，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事关基础教育良好生态，必须

尽快加以规范，使其在制度的轨道上

运行。

今年4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和

省工商局等多部门召开会议并印发通

知，在全省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行动。各地积极响应，重

拳打击非法校外培训机构。截至12月

上旬，全省已完成校外培训机构整治

的比例高达98.41%，89个县（市、区）

中已经落实整治方案的有86个。

继率先公布首批证照齐全、无不

良办学行为且质量较高、管理规范的

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后，新学期开

学后，温州又公布了189所校外培训

机构“黑名单”。两份名单实行一月

一督查、一月一通报，上榜也不代表

“榜”上定钉。像乐清市某教育培训

中心就因为未经批准组织中小学学

科等级考试，很快就从“白名单”上被

撤了下来。

而在台州市路桥区，合规的校外

培训机构必须在教育部门缴纳20万

元的风险基金。基金存在教育局一个

特定的账户，教育局不能取，培训机构

也不能取。“此前，一些没有办学许可

证的培训机构出现过人去楼空的情

况。”区教育局教育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有了这笔风险基金，一旦有培训

机构出现问题就可以发挥作用。而

如果不办学了，培训机构可以提交申

请，领回风险基金和相关利息。

为鉴别校外培训机构是否存在

“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

等不良行为，椒江区专门招募中小学

教师参与到专项治理活动中来。作

为台州市级名师，东山中心小学语文

教师徐礼邦直言，检查中会仔细对照

教学大纲，“有些培训机构以思维训

练为幌子，给四年级的学生上五年级

的内容，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制止”。

宁波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工作纳入了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列入

重点督查事项。包括绍兴在内，很多

市县也给出了“高压线”，即对在职中

小学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授课的，一

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至取

消教师资格。

在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保持高

压态势的同时，省教育厅还通过规范

各类竞赛等工作，减轻学生负担，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另外，借助于“之

江汇”教育广场，我省建起了永不落

幕的“网上名师课堂”，以吸引中小学

生及其家长将注意力转移到更规范

便捷的网络学习空间。目前，“之江

汇”的日均访问量在100万人次左右，

名师优课涵盖中小学各个学科。

按照我省的部署，明年各设区市

还会组织教育、人力社保、工商等部

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行动

专项督查，对于停办后新出现的无证

无照培训机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同时出台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指

导意见，建立长效机制，加大打击力

度，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整治培训机构是一次优胜劣汰

的过程，留下来的都是可以信赖的。”

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高宁说，经过整

治后，至今年10月底，杭州的文化课

程类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减少了一半

多，兴趣特长类培训机构的数量增加

了100多个，达到1959家。与此同

时，各地各校还积极通过家长学校等

方式，积极引导学生家长树立正确的

教育理念，理性对待校外培训。一个

风清气正、有利于立德树人的教育环

境正在形成。

全省上下一盘棋

治理校外培训动真格

教育民生实事教育民生实事教育民生实事教育民生实事

年终盘点年终盘点年终盘点年终盘点

12月20日，浙江音乐学院首期思政课程优秀成果展演
在该校小剧场举行。这是该校探索“课堂+舞台”思政课程
教学新模式的尝试，每一个节目都是学生结合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材，用音乐、舞蹈、戏曲等学科专业元素自编自创自
演，表达了他们在学习思政课中的所感、所想、所获。图为
展演现场。 （本报通讯员 周佳丽 摄）

把思政课搬上舞台

温商院：
学生竞聘校长助理

本报讯（通讯员 白林淼）“恭喜金融贸易学院

金融专业学生黄珊珊胜出，接下来学校将对你进行

考察。”12月20日晚，在温州商学院举行的校长助

理竞聘大会上，一名学生成了候任的校长助理。

12月初，温商院向全校学生发出《温州商学院

校长助理（学生）招聘启事》，聘期为1年，很快得到

了该校学生的积极响应。最终，黄珊珊在一众竞争

者中脱颖而出。这名大三学生在大学期间一直担

任学生干部，在“一带一路”首届全球商协会会长大

会中担任随行口译以及国别项目商务口译，并有在

全球顶尖管理咨询公司等多家单位实习的经历，还

多次在大学生证券投资竞赛等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综合素质突出。

该校党委副书记范茂盛表示，获聘学生将协助

校长做好教学、后勤、学生工作等方面的监督、巡

查；参与学校重大政策的决策、制定、宣传和实施；

参与对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的年度考核；做好学

校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以及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等

工作。

据介绍，学生校长助理还有独立办公室，毕业

时由校长亲笔撰写工作推荐信，完成工作且考核合

格者，还将给予学分4分。

日前，杭州市西湖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落
幕。活动期间，该区下辖11个镇街的社区学校结
合自身实际，分别开展了书画展览、演讲比赛、诗词
联颂、合唱表演、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居民们广泛
参与，营造了浓厚的“快乐学习”氛围。图为双浦镇
跃河桥社区剪纸社团成员向居民们赠送作品。

（本报通讯员 白茵茵 摄）

本报讯（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朱军连）近日，丽水出台了市本级财政扶

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实施办法，旨在通过

“奖、管”结合，补齐学前教育发展短板。

按照规定，省一、二、三级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的生均经费补助标准从以前的

每年1000元、600元、300元分别提升至

每年4000元、3500元、3000元，和公办

园持平；并设立考核奖励，年度考核为

优秀、良好的民办幼儿园，分别给予每

班1万元、5000元奖励资金，这些钱主

要用于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同时设立

达标奖励，鼓励民办幼儿园上等级，比

如自建园舍的民办幼儿园被评为省三、

二（预评二级）、一级幼儿园的，每班分

别给予2万元、4万元、6万元的一次性

教学设备添置款奖励。

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也大幅提

升，每年在8万～12万元，与公办园教师

基本持平；鼓励民办幼儿园积极培养和

引进高层次教师，每培养一名省特级教

师，奖励学校10万元，市级名师奖励3万

元，省级教坛新秀或市级学科带头人奖

励2万元，市级教坛新秀奖励1万元等。

丽水市教育局局长王平说，此次丽

水下决心按照公办标准大力发展民办

学前教育，市本级一年要斥资5000万

元左右。据介绍，目前丽水全市二级及

以上幼儿园覆盖率仅占41.21%，尚有

85所未定等级的幼儿园和81个教学

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远不能满足社会

需求。

丽水每年斥资5000万元扶持民办学前教育

浙江工匠培训学院
正式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周 琦）12月19日，浙江工匠

培训学院在杭州成立。据悉，该学院是“政校企”

协同培养大国工匠的一个重要平台。

浙江工匠培训学院由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省

职业教育集团）投资控股，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等教

育成员单位为出资参股单位。学院聘请了全国技术

能手杨永山为高级顾问，竺士杰等7位“浙江工匠”

为教师。省职教集团秘书长叶健松说，学院成立之

后，将围绕制造强国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整合优

化省职教集团各类社会服务资源，立足产业发展需

要，对接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开发高水平教育培训

资源。

作为首批教师之一的邵宏斌说，以前技能大师

的培训大多局限于企业内部，难以做到引进来和走

出去相结合。浙江工匠培训学院成立后，各个企业

的技能人才都会聚起来，学员可以学到更为先进和

实用的知识技能。

E-mail：zjjyb1@163.com 责任编辑 陈蓓燕 电话：0571-87778082 版面设计 余江燕

小学生集结杭城
测人工智能技术水平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蒋 虹
禹丽锋）日前，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测试首次在

杭州举行，来自省内近300名小学生在学军中学西

溪校区参加了此次考试。

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测试共分为十级，难

度逐级提升，从知识、思维表达、技术层面对考生的

计算思维、工程思维等18种能力进行测试。开展该

项目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普及与发

展，培育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快速发展

的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产业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

服务。

据介绍，本次考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

试中心、中国电子教育学会等单位共同组织开展，成

绩将于12月31日前后揭晓，合格者名单可同时在“青少

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测试”官网（www.yaitest.com）

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官网（www.

ceiaec.org）进行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