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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 波波

★11 月 22 日，瑞金五中与瑞林初中、丁
陂初中、下坝初中开展校联体乡镇组语文、政
治教师综合素养比赛活动，共同提升教师的
教学教研水平，促进教师的自我成长。

廖小燕 记者吴志锋

★近日，九堡镇杨梅小学开展了《反有组
织犯罪法》宣传教育主题班会活动，通过向学
生讲解鲜活案例，提高学生法治意识，进一步
营造和谐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 张涛

★叶坪镇马山小学教师在放学时段，组
织学生排好队伍，轮流护送孩子们过马路，让
学生们安全回家。 许丽红

★11月24日，黄柏乡黄坑小学以主题队
会方式向学生发出倡议，用一颗感恩的心去
生活、去学习，向身边人感恩，在寒冷的冬季
传递一份温暖。 杨春燕

★近日，九堡镇谢村小学通过开展交通安
全国旗下讲话、观看案例警示片、组织“交通安
全伴我行”宣誓签字仪式等系列活动，进一步
增强了师生及家长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梁俊红

★近年来，云石山乡田村小学开展各种
有意义的活动，关心关爱留守儿童。11月 17
日，该校组织留守儿童度过了一个特别的集
体生日，共同感受来自学校如同家庭般的关
爱和温暖。 谢学文 梁文奎

★为促进教师均衡协调发展，整合教学
资源，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和有效性，11月
24日，华融瑞金希望小学到冈面小学开展“校
联体”送教下乡活动，两所学校教师进行了现
场评课与研讨交流，收到良好的效果。

曾慧敏

★11月23日，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北园收
到爱心企业瑞金市义途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捐
赠的一批美工桌椅，为该幼儿园打造美工室
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雷金林

11月20日，听障学生在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陶艺制作中心上陶艺课。
为了让听障学生更好融入社会，福建省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了美容美发课、陶艺课、

奶茶制作课、影雕课、漆艺课等15项全日制职业培训课程，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拓宽学生的
就业渠道。学校还搭建了听障学生就业创业孵化平台，提升听障学生的就业率。 周义 摄

日前，以“体验经典”为主题的北京师范大
学首届“励耘南国”教育戏剧节颁奖典礼在北师
大珠海校区举行。

本次教育戏剧节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
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
究与传播中心承办，旨在将传统文化经典有效
地融入教育戏剧当中，融入美育与德育之中，发
掘其丰富的精神内核和审美风范。“励耘南国”
教育戏剧节自今年 5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16个省市的105个作品。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珠海校区党委
书记韦蔚表示，北师大未来致力于将“励耘南
国”教育戏剧节打造成国内领先的、在传统文化
教育和语文教育方面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教育品

牌活动。通过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活动
在助力中西部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
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教学方式，是培养多领
域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珠海市教育局副
局长程鹏指出。

学术指导委员会专家代表、北京大学生电
影节的创始人黄会林教授通过视频在线致辞。
她表示，本届以“体验经典”为主题的教育戏剧
节正是把传统的文化经典与教育教学融为一体
的积极探索，通过教育戏剧体验经典，进而激发
文化自觉。黄会林教授表示，首届“励耘南国”
教育戏剧节是呼应时代的教育实践新举措，是
一个创造、展示与碰撞的舞台。 孙竞 杨炳欣

培养卓越工程师就是要使工程教育的办
学方式实现从学科专业单一性和独立性向学
科大类交叉、校企深度融合模式的根本转变；
使培养目标实现从重视理论传授向重视工程
创新能力培养的根本转变；使评价标准实现
从唯论文唯奖项等向考察实际创新贡献为主
的根本转变。

人才兴则民族兴，人才强则国家强。卓
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已被列为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重点。近日，教育部、国务院国资
委联合举行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推进会，清
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等 10所 985知名高校进入了“首批卓
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单位名单。我国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从培养卓越工程师到成立卓越工程师学
院，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为应对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情况如何？卓
越工程师该如何培养？科技日报记者对此进
行了深入采访。

为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提供支撑

“我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已历经
十余年，经历了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1.0，到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再到卓
越工程师学院建设三个发展阶段。”重庆大学
卓越工程师学院执行院长罗远新介绍，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目标是面向工业界、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
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工程
技术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和
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提高我国
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作为我国高等
工程教育主动服务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重
要举措，于 2010年开始启动实施。教育部出
台了多项专门的政策措施，各地政府和高校
也积极行动，组织并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1.0，形成了持续建设的体制机制。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
战，2017年教育部、工信部、中国工程院三部
门联合启动实施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今年9月
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2.0瞄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
全面深化新工科建设，及时增设了碳储科学
与工程、人工智能、生物育种等本科专业 71
个，在集成电路、储能等领域布局建设了 11

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会同行业部门布
局建设了50所现代产业学院、33所特色化示
范性软件学院、28 所示范性微电子学院、11
所一流网络安全学院等专业特色学院；累计
支持1100多所高校和800多个企业实施产教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两轮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
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人才支撑。目前，中国工
程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培养了数以千万计
的工程技术人才，涌现了一大批行业领军人
才，支撑了第一制造大国的建设发展。

改变“教师教，学生学”教学模式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是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重点，是高校培养大国工匠的重要着
力点。此次教育部将10所985高校作为首批
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主要依托这些高
校优势学科专业，实施特色人才培养专项，使
校企共同确定培养目标、设计培养方案、建立
教学团队、开展课题研究等。

以中西部地区首个卓越工程师学院重庆
卓越工程师学院为例，“该学院的定位为新工
科教育改革的‘试验田’。”重庆大学常务副校

长、重庆卓越工程师学院院长刘汉龙表
示，学院主要聚焦“智能化+新能源”的产业
发展方向，突破传统学院学科边界，以解决产
业共性技术和需求创新问题为导向，努力为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重庆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培养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
造等国家急需关键领域高层次人才。

在重庆卓越工程师学院，课堂教学模式
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更像是一场学术研
讨会。学生以项目制组成团队，创新试验的
成果在该学院实验室里随处可见。

“我们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
师资队伍，希望改变传统‘教师教，学生学’的
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刘汉龙介
绍，学院采用项目驱动模式，主要围绕智能汽
车、智能制造与产品创新三大方向，设置系列
技术类课程和项目制课程，搭建系列共性技
术实验室和应用实验室，按照实验室管理模
式开展教学与研究活动。学生培养过程采用
工学交替培养模式，课程将由重庆大学教师
和企业专家共同讲授，企业导师进驻课堂。
工程硕士、工程博士要在企业科研实践累计
达到1年和2年，这让学生毕业后立即就能着
手企业的研究项目。

急国家所急培育人才。哈尔滨工业大学
卓越工程师学院则重点瞄准“储能技术”“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双碳”“航空发动机和燃
气轮机”“商用大飞机”等领域培养专项人

才。今年秋季学期首批252名研究生已进入
该学院学习。

打通卓越工程师培养“最后一公里”

如何培养出技术创新能力突出、善于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卓越工程师？如何打通卓
越工程师培养的“最后一公里”？

刘汉龙表示，将“人才链—创新链—产业
链”深度融合，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
优化创新生态，是我国科技与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卓越工程师是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的稀缺资源。培养卓越工程师就是要
使工程教育的办学方式实现从学科专业单一
性和独立性向学科大类交叉、校企深度融合
模式的根本转变；使培养目标实现从重视理
论传授向重视工程创新能力培养的根本转
变；使评价标准实现从唯论文唯奖项等向考
察实际创新贡献为主的根本转变。

此外，还要支持建设新型卓越工程师学
院。卓越工程师学院有助于加强政府和市场
对教育的协同赋能，填补现代产业学院与未来
技术学院之间的空白地带。同时，卓越工程师
学院通过项目制教学和扎实的工程实践，培养
学生产品创新能力和工程能力，探索解决国家
和产业对关键重大技术的创新需求。

2020 年重庆大学和重庆两江新区合作
开展新工科教育实验，在国内率先创建“学科
交叉，项目驱动”重庆大学明月科创实验班，
打通产业和学校的边界，成效明显，此次成立
的重庆卓越工程师学院就在此基础上深化合
作而来。

在首届卓越工程师培养高峰论坛上，多
名院士专家也共同指出促进校企联合，深化
产教融合，是保障卓越工程师培养质量的核
心与关键。

“卓越工程师培养要将授课方式从传统
的课堂教学向现场教学转变，把课堂和实验
室开设在工程一线。”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
工业大学副校长张卫红表示，要在工程一线
不断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
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向锦武认为，高校目
前对航空领域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模式比较单
一，复合型跨学科创新人才紧缺，还需建立以
实际工程需求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机制。

在 18 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单位
联合发布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北京宣言》中，
也提出卓越工程师培养要始终致力协同联
动，充分调动校企积极性，联合设计培养目
标、制定培养方案、实施培养过程，实现工程
技术人才培养和工程实践深度融合。 雍 黎

在校门口买到藏刀的笔？近日，河
南一名家长上传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花样文具暗藏风险，
家长请注意。

11月 17日，“在学校门口买的圆珠
笔暗藏真刀”上了新浪微博热搜。截至
18:00左右，阅读次数达到1.5亿。据“农
民频道”（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官方微
博）的一个视频显示，视频中，家长手握
一支圆珠笔。从外观上看，这支笔与普
通圆珠笔相似，但当笔帽被拔下，露出的
竟是一把明晃晃的真刀。据家长随后介
绍，这支笔是孩子从学校门口买的，不少
网友评论表达担心。

对此，江苏省消保委分析：一是视
频 中 的 文 具 设 计 不 符 合 安 全 标 准 。

《 学 生 用 品 的 安 全 通 用 要 求 》
（GB21027-2020）规定文具剪刀、刀片
顶 端 应 为 圆 弧 顶 端 ，不 应 为 锐 利 尖
端，且文具如因功能性必不可少而存
在功能性锐利边缘和锐利尖端时，应
设置警示说明，且不应存在其他非功
能性锐利边缘和锐利尖端。视频中
文具暗藏的刀不具有功能性，且刀尖
锐利、刀身狭窄而厚，万一操作不当，
容易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其既不
符合相关安全标准，也不适宜未成年
人使用。

二是隐蔽在文具中难以发现管控。
正常未成年人在使用刀具的时候往往会
引起家长老师的及时关注，在正确的使
用教导和监督管控下可避免造作不当带
来意外。但这种商品外观与普通圆珠笔
无异，夹杂在文具中难以引起监护人警

觉，容易造成监护疏忽。
三是刀与笔的新奇组合更易吸引未

成年人尝试。普通美工刀、裁纸刀外表
朴实，工具属性强，未成年人平时不会刻
意把玩，而这种刀笔结合的商品，其隐蔽
的设计和奇特组合容易引起未成年人的
追捧和尝试，对风险缺乏认知的学生会
将之作为一种玩具而非利器或工具来对
待，无形中增加了风险。

近年来，媒体对校园周边贩卖的危
险玩具也有相关报道，如能力透纸板的
牙签弩、长时间照射可能会伤及孩子眼
睛皮肤的激光笔、形状尖锐边缘锋利的
指尖陀螺、含有加压装置的电击玩具
等。江苏省消保委提醒，这几种危险玩
具别给孩子买。

江苏省消保委鼓励商家对文具商
品进行创新来开拓市场份额获取合法
利益，如多功能文具、卡通外观文具
等，但这种商品应该是良性无害，符合
法律法规要求的。而上述笔中藏刀的
商品显然不属于这样的范围，也不符
相关规定。省消保委提醒，商家有义
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
停止生产或出售此类不符合安全要求
的文具。学校或家长如发现校园周边
出售疑似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商品可及
时投诉，共同维护安全的校园消费环
境。

江苏省消保委也提醒广大家长，平
时注意教育孩子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和
安全意识，注意排查孩子手头上是否有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文具或玩具，避免意
外发生。 徐悦 马燕

11 月 20 日，在南开大学的一间教
室内，艾茉莉（左）和师父王文磊练习京
东大鼓。

巴西姑娘艾茉莉是南开大学的硕
士研究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着迷。

她初次和中国结缘是在巴西上高
中时。因为学校有汉语课，她对老师介
绍的中国美食、名胜古迹都特别感兴
趣。后来，艾茉莉参加“汉语桥”比赛获
得了不错的成绩，更加坚定了她来中国

留学的想法。
2019年，已是南开大学留学生的艾

茉莉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化体验活动
中，首次接触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京
东大鼓”并为之着迷。她拜师“京东大
鼓”艺人王文磊，从“京东大鼓”的学习
中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跟
着师傅参加了不少演出。艾茉莉希望
日后能成为一名中巴之间文化交流的
使者。 李然 摄

10所大学获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卓越工程师该如何培养

巴西姑娘
鼓中说唱“中国韵”

在校门口买到藏刀的笔？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花样文具暗藏风险，家长请注意

首届“励耘南国”教育戏剧节在北师大珠海校区举行

为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能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11月22日，
拔英中心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基本功“三笔字”竞赛，通过以赛促学，营造了良好
的学习氛围。 谢艺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