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
世宏表示，有关塑胶跑道的三个标准修订
进展比较顺利，将尽快颁布实施。 田世宏
透露：关于塑胶跑道的标准，目前有《中小
学体育器材和场地》《合成材料跑道层面》
《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等三项标
准。 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教育部、中
国石化联合会、 体育总局正在修订这三项
标准，修订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标准委对这
几个标准的修订工作开设了绿色通道，会
在征求协调各方意见后尽快颁布实施。

据中新社

浙江五年级小学生
将设中医课

这个学期，浙江省五年级小学生要开始学中医
课。 9月 11日，记者从浙江省科学技术出版社获悉，
60万册教材正加急刊印， 出炉的首批 10 万册已在
路上，不久将出现在课堂上。 此前，还没有任何省份
把中医药知识列入中小学地方必修课程。 也就是
说，浙江的小学生，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这一
全国“首创”引发了热议，网上甚至出现了“中医粉”
和“西医粉”的论战。

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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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综合
三湘要闻

9 月 10 日上午，原定一个小时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因为山雨突然来袭，仅用了两分钟即宣布结束。 这
也许是史上最短的开学典礼，短到只有两分钟，仪式安排只有升国旗、奏
唱国歌，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国科大名誉校长白春礼院士发
表的史上最短的开学典礼讲话：“今天是教师节，我要特别向一路陪伴同
学们成长的老师们，向将要引领你们成才的国科大全体老师，致以最深
情的节日祝福！ ”讲话只有 55 个字。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主持人丁仲礼
校长宣布开学典礼结束。 “大雨将至， 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健康放在第一
位。 ”他说。 据《北京日报》

传统文化教育列入
河南中小学必修课
河南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根据各学段学生认知特点，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 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性、
阶段性、规范性和实效性。据悉，从 2017年秋季开始，
河南各中小学校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必
修课列入课程计划， 所需课时在学校课程中统筹安
排。小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于 12课时，中学各年级每
学年不少于 14课时。此外，河南省还要求各中小学校
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用书供师
生使用。

据新华社

济南高新区教师
放弃编制实行岗位聘任

山东省济南高新区的 34 所学校日前纷纷召开
全体教师大会，宣布《济南高新区教育系统岗位聘
任管理办法(试行)》等 3 个文件，其中，大家热议已
久的“全员岗位聘任”详细方案发放到每个教师的
手中。目前有 1700 多名教师自愿放弃“身份”纳入
济南高新区基础教育集团进行“岗位” 管理。 据
悉，按照岗位聘任管理办法，所有申报的学校，全
体教职工全部纳入济南高新区基础教育集团 (以
下简称 “高新教育集团”)管理，“学校人”不存在
了，只有“集团人”。 高新教育集团成为 1700 多名
教师的“娘家人”，教师由集团统一调配、统一安
排。 高新教育集团根据进入岗位聘任管理体系的
人员，打破身份界限，实行企业化管理，原有身份由
相关部门封存入档。实行档案工资与实际薪酬相分
离、 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与合同聘任管理相分离的

“双轨运行”管理。 在操作过程中，由高新教育集团
与聘任人员签订聘任合同， 期满后合同自然解除，
根据考核结果重新履行聘任程序。 考核合格的，续
聘;不合格的，解聘。

据《济南日报》

湖南空军招飞启动
成绩优异可享“双学籍”待遇

本报讯（记者 彭静）9 月 11 日，记者从湖南省
教育考试院获悉，2018 年空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正
式启动，主要分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组织实
施，将至 2018年 7月上旬结束。

本次招飞宣传主要依托各市州招考部门自主
开展，招收对象为湖南省普通中学应、往届毕业生，
文理科皆可，1998 年 8 月 31 日至 2001 年 8 月 31
日出生，身高在 164-185cm之间。体重、视力符合相
关标准。 高考总分达到湖南省一本录取控制分数
线，且外语限英语、俄语。

对通过定选的学生，空军招飞局结合军事飞行
职业选拔特点，综合择优选择拟录取名单，实行网
上远程单独招飞批次录取，统一下发录取通知书。

空军招飞局还将根据教育部、公安部、军委政
治工作部下达的招收飞行学员计划，学生到空军航
空大学报到后，择优选拔高考成绩优异、体验飞行
合格的学员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按“双学籍”模式培养，注册空军航空大学和
普通高等学校“双学籍”，享受军队院校航空与飞行
指挥专业学员相关待遇。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 1983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61.7%的受访大学生每
个月生活费在 1000～2000 元之间，其中
35.7%在 1000～1500 元之间； 对于生活

费的主要来源，79.5%的受访大学生来自
父母，54.2%的受访大学生自己打工或实
习赚钱，36.3%的受访大学生来自奖学
金。其他还有：校园贷或借款（9.6%）和理
财（7.3%）；51.5%的受访大学生觉得日常

消费受朋友和环境影响较大。 数据表明，
伙食费（78.0%）、购买生活用品（53.8%）
和市内交通费（50.1%）是受访大学生生
活费的主要去向。

据中青在线

我国高教进入大众化后期
终身学习将成常态

教育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我国高等
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后期，即将进入普及
化阶段，终身学习、灵活的学习制度将成
常态。

今年 2 月，教育部发布新修订的《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并于 9 月 1
日起施行。 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学校可
以根据情况建立并实行灵活的学习制度。
对休学创业的学生，可以单独规定最长学

习年限，并简化休学批准程序。
据悉， 清华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新

规中提到，对休学创业的学生，经学校批
准，休学时间可以延长至 3 年；退学学生
5 年内重新高考、再次入学的，已修课程
和学分可以认定。 对此， 吴岩解释道：
“学生分不同的时间段来休业再学习，这
不是个新鲜事儿， 很多国家早在几十年
前都这样做了。 ”

吴岩还表示，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

入了大众化后期， 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将
不再是少数人的精英教育， 不再是终结
性教育。人们会进入终身教育、终身学习
阶段， 每一个人不是在入职之前接受一
次高等教育，而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受
教育，这将会变成常态。因此教育部出台
的政策，是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与高等教育在人的一生中的重要地位相
契合的。

据《光明日报》

2012 年至 2016 年， 全国累计资助学
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职教育、高
等教育等各阶段学生 (幼儿)4.25 亿人次，
资助总金额累计近 7000亿元。 其中，全国
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948.93 亿元，占资
助总金额的 13.59%。 近日，教育部在北京
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十八大以来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建立情况和政策落实情况。

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在会上介
绍称，五年来，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从不
完整逐步走向完善，资助项目从少到多，资
助面从窄到宽，实现了“三个全覆盖”，即所
有学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目前，学生资助政策
框架基本完善，今后学生资助重点是落实，
将全面推进学生资助法治化建设， 进一步
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 着力健全和完
善资助育人机制。 据中新网

5 年来全国发放国家
助学贷款超 900 亿元

2分钟，“最短”开学典礼显关切

调查

83.1%受访者认为海归创业更具优势
据 2017 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6 年
年底， 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 265.11
万人， 仅 2016 年就有 43.25 万留学生回
国。 同时，近年来，海归创业创新数量明

显提升。在“一带一路”等政策的扶持下，
海归群体成为创业生力军。日前，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5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3.1%的受访者认为海归回国创业更具

优势。 海归青睐的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
互联网（60.0%）、电子通信（51.5%）和创
新科技（48.8%）。 56.7%的受访者希望发
挥创新基地和创业平台作用， 以帮助海
归创业。

师资良莠不齐，是不少学生与家长
对民办辅导机构心存顾虑的重要原因。
为推动我国民办辅导机构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9 月 11 日，中国教育学会为首
批 121 名通过辅导机构教师专业水平
等级认证的高级教师颁发证书。这是辅
导教育行业首次采用统一标准对机构
教师的专业水平进行评定。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介绍，民
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高考招生制度改
革深入推进、基于互联网的新教育教学
模式不断地发展，都使得辅导机构面临

着新的挑战与机遇。通过多方协商共同
制定标准并开展资质认证水平评估，对
于提高我国民办辅导机构教师队伍的
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据介绍，为促进校
外辅导机构规范健康发展，下一步中国
教育学会将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合作，
逐步建立起行业规范机制，开展并建设
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第三方质
量认证和评估体系。 此外，中国教育学
会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辅教认证考试
基地、并逐步建立全国辅导机构教师专
业电子档案库。 据新华网

民办辅导机构教师将有专业认证

国家标准委：

塑胶跑道标准修订后
将 尽 快 颁 布 实 施

61.7%受访大学生每月生活费 1000～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