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委动态

长期以来，“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的“四唯”现象在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
价、机构评估、院士评选等科研活动中盛行，
饱受诟病。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
出通知，开展“四唯”专项清理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 各部门圈定了自己的行
动重点。科技部将重点清理科技计划项目、人

才项目、基地建设、机构评估、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以及所属事业单位职称评审、 人员绩效
考核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教育部将
重点清理学科评估、“双一流” 建设、 基地建
设、成果奖励、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
的做法， 指导和督促所属高校清理内部管理
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将重点清理人才项目、 职称评审等活动中
涉及“四唯”的做法；中科院将重点清理院士
增选、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经费、院所评估、
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指导
和督促所属科研院所清理内部管理中涉及

“四唯”的做法；工程院将重点清理院士增选
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 教育部

多部门联手清理“四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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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中心幼儿园组织小朋友们
来到位于黄河岸边的龙居林场，寻找秋天、拥抱秋天，感受秋天的
美丽。 刘智峰 于中平 摄

近日， 重庆市巴南区一幼儿园发生持刀
伤人案，造成多名幼儿受伤。10月 29日，国务
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提高安全工作
认识，确保广大学生生命安全。

一是要切实提高学校安全工作认识。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
想，深刻认识新时代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紧迫性，强化安全工作红线意识和底线思
维，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狠抓工作落实。

二是要深入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 认
真总结近期学校安全事故的惨痛教训， 结合
本地实际， 深入开展一次学校安全隐患大排
查， 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 对排查出的问

题，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台
账、落实责任、细化措施，明确时限，确保全面
整改落实。

三是要不断完善学校安全工作机制。 严
格落实学校安全工作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
将安全管理融入学校日常工作全过程。 要进
一步完善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加
强与公安、 综治、 宣传等有关部门在信息沟
通、专项整治、应急处置、舆情应对等方面的
协调配合，形成常态化的安全监管工作机制。

四是要全面加强学校安全应急管理。 要
制定区域性学校安全风险清单，完善、细化各
项应急处置预案。 针对学校集会、课间操、放
学及大型活动等严格规范管理， 做好应急工
作准备，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

应、高效应对、迅速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学校
安全事故危害。

五是要积极做好学校安全舆情应对。 要
加强教育舆情监测，及时跟踪、分析舆情，积
极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第一时间发
布准确信息，引导舆论理性表达，适时公布事
故处置情况，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
论生态。

六是要持续强化学校安全督导检查。 要
加强对地方政府及各有关部门、 学校落实安
全工作职责的督导检查， 并将督导结果作为
评价政府教育工作和学校管理工作成效的重
要内容。 对学校安全事故频发的地区，要采取
约谈、通报、挂牌督办等方式督促其限期整改。

教育部

权威发布

本报讯 （记者 余娅 ）10 月 28 日，
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在叶圣陶
先生的故乡苏州甪直揭晓， 据悉，此
次全国共有 74 位教师的优秀作品获
得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其中湖南占据
四席，为新宁县教育科技局周晓波的
长篇小说《老夫子》、长沙市望城区第
一中学李玉上的长篇小说 《师道无
痕》、 长沙市雅礼中学徐昌才的随笔
集《一眼抵过万千爱》、湖南中医药大
学张觅的散文集《微小的美丽》。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由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校园文学委员会和苏州市吴中区甪
直镇人民政府承办，旨在弘扬叶圣陶
先生的文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倡导教
师文学创作，繁荣校园文化，促进教
师文学修养的提高， 展现当今教师
的文学风采，推出思想性、艺术性俱
佳的优秀教师文学作品，推举像叶圣
陶一样富有文 学 情 怀 的 作 家 型 教
师。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揭晓
湖南四教师获奖

拥 抱 秋 天

三湘要闻

10 月 26 日， 我省本科院校
“双一流”建设项目名单出炉。“双
一流” 建设高校共四所， 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为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湖南师范
大学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名单显示，我省“双一流”学
校建设项目分为“双一流”建设高
校、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国内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高水平应用
特色学院四类。 入选“双一流”建
设高校的共有 4 所， 其中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入围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湖南师
范大学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 这四所高校也是我省入围国
家“双一流”名单的高校。

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分为
A类和 B类共 7所。湘潭大学、湖
南农业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入围
A 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科
技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南华大
学入围 B类。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
科评估中有 B+ 学科的为 A 类；
有 B-学科的为 B类。

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分别
是湖南工业大学、吉首大学、湖南
商学院、湖南理工学院，均为今年我省调
整进入本科一批招生的高校。 而衡阳师范
学院、湖南工程学院、湖南文理学院、长沙
学院、邵阳学院、湖南城市学院、湖南人文
科技学院 7 所院校则入围高水平应用特
色学院。

与此同时，本科院校“双一流”学科建
设项目名单也公之于众， 同样分为四类，
分别是：12 个世界一流建设学科、64 个国
内一流建设学科、80个国内一流培育学科
和 80个应用特色学科，共计 236个学科。

根据去年国家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学
科，湖南共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
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四所高校的 12个学科
入围， 此次， 这 12个学科直接认定为我省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据统计， 中南大学共有 33 个学科入

围“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居榜首。 湖南
大学紧随其后，共有 29个学科上榜。 湖南
师范大学共有 21个，总数位居第三位。 国
防科技大学共计有 16 个入选， 湘潭大学
共有 15个入选。

本报综合

近日， 省教育厅公布 2018 年全省高
职院校毕业设计抽查结果， 总体合格率
95.39%。 长沙民政职院、湖南工业职院、长
沙航空职院、湖南铁道职院、长沙环保职
院、湖南现代物流职院、湖南安全职院等
27所学校的合格率达 100%。

据悉，今年抽查的对象为：全省独立
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 2017 年 7 月 11 日
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期间在教育部学信
网学历注册标注为“毕业”状态的全日制
三年制高职毕业生。先从每校随机抽取两
个专业， 再从抽取的专业中各随机抽出
10%的学生参加毕业设计抽查。最终，我省
从 126250 名 2018 届三年制高职毕业生
中抽取了 3405 名学生， 对其毕业设计成
果进行评价。 3405名学生分属 65 所高职
院校， 共涉及 17个专业大类，93 个专业。
其中， 达到合格标准（60 分） 的学生有
3248人，总体合格率为 95.39%。 学生毕业
设计成果合格率 100%的学校有 27 所，占
41.54%；合格率在 90%-99.9%的有 32 所，
占 49.23%； 合格率 80%-89.9%的有 4 所，
占 6.15%；60%以下的有 2所，占 3.08%。

黄京

国务院印发紧急通知

加强中小学安全工作

27所高职学生毕业设计
抽查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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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 湖南师范
大学举行中外大学校长论
坛。 来自国内外 40 余所高
校的 160 余位校长和专家
们，就“国际化与‘双一流’
建设”“新时代 新教育 新
教师” 等议题展开深入研
讨。

论坛主题为“‘双一流’
建设和大学使命”，为期一
天。 美国、英国、西班牙、俄
罗斯 、日本 、韩国、澳大利
亚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 、

老挝等 10 个国家的 21 所
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和专
家，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和
中国大陆的一流高校的校
长和专家们 ， 围绕论坛主
题，联系本校办学实际和国
内外发展环境，剖析教育案
例，分享教育观点，共同探
讨了提高国际化办学竞争
力、 建立国际合作办学机
制、新时代的大学治理与创
新等问题。

左丹

中外大学校长长沙论道

（上接 01 版）
彭秋艳用爱的雨露滋润孩子们的心田，把真

诚的关怀传递给每一个孩子，近几年来，彭秋艳坚
持家访或电话与家长沟通达 1000 余人次，为个性
特殊学生做心理咨询 300 人次以上， 同时通过系
列爱心行动，转化了超过 60 名像小豪这样的“学
困生”。

她是不求回报的奉献者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彭秋艳深知真切的关

爱是联系师生的桥梁，学生生病，她亲自探望；学
生有困难，她热情帮助。 这学期，彭秋艳班上有个
学生叫小文（化名），聪明好学又懂事听话，但因父
母都是聋哑人，小文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穿的衣
服又破又旧，缴不起学费，随时都有辍学的可能。
彭秋艳为他申请减免学杂费，组织爱心捐款，还多
次掏钱为他购买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 鼓励他要
从逆境中崛起，树立起战胜困难、奋发学习的信心
和勇气。

近几年，彭秋艳从自己的收入中为学生捐助物
资 200多件，捐助爱心款 6000余元，彭秋艳决心把
这份爱延续下去，“只要学生需要，我义不容辞”。

因为工作努力，这些年，彭秋艳撰写的论文多
篇在省、市、区获奖；2016 年，彭秋艳被评为“双清
区骨干教师”，奉献三尺讲台，她觉得今生无悔。

10 月 27 日，由教育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指导，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国诗词大会》
（第四季）湖南地区面试选拔活动在长沙
市育英学校隆重举行， 近 300 位诗词爱
好者齐聚于此， 共同营造了一场诗词文
化的盛宴。

《中国诗词大会》作为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的综艺类节目， 颇受社会大众
喜爱。 此次湖南地区面试选拔活动在考

核时不仅要求选手具备扎实的古典诗词
储备， 更要求选手熟知诗词背后的历史
和文化。

此次海选活动于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24 日先后在上海、 长沙、 重庆等 16
个城市举行，从全国各地选拔出的“才
子”“才女”将共同组成百人团赴中央人
民广播电视总台参加近一个月的节目
录制。

曾韬

《中国诗词大会》来湘海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