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费买月饼送老师？ 家委会提议受阻
长沙市教育局下发通知：家委会违规收费，追责学校领导

2017.9.26��星期二 编辑 贺齐 图编 言琼 美编 叶海琳 校对 苏亮A06 要闻·科教卫

本报9月25日讯 在一
些高职院校，公共课遇冷的
问题屡见不鲜。 问题如何
破？9月23日，湖南省高职院
校公共课教师说课竞赛在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这是我省在该项赛事中
断7年之后，重新举办比赛，
来自全省的103位优秀教师
参加了决赛。

高职院校
公共课“遇冷”

“走上工作岗位，英语、
数学这些课根本就用不上，
为什么要花过多精力去
学？” 小于是湖南一所高职
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的学生，他坦言，在所学课
程中，对于公共课是最提不
起兴趣的。事实上，除了学
生态度不积极，在一些高职
院校，还存在着“重视专业
课轻视公共课”， 为专业课
压缩公共课课时删减课程
教学内容，甚至随意取消公
共课的现象。

学生兴趣不大， 公共
课老师也觉得难教。 一位
老师坦言， 公共课通常是
大班形式，上课人数较多。
“难以与学生形成互动，所
以课堂氛围很难调动。”不
过， 在长沙民政职院副校
长唐春霞看来， 公共课却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她
认为， 经济发展和产业转

型升级， 对高素质技能人
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只是需要具备过硬的
专业技能， 更需要练就一
种工匠精神。 高职院校必
须将职业素质、 岗位能力
拓展以及学生岗位能力提
升等贯穿于公共课教学之
中。”

重启中断7年的
公共课赛课

此次湖南省高职院校
公共课教师说课竞赛由省
教育厅主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 之所以在赛事中断7年
之后，重新举办比赛，旨在
“以赛促教”，促使教师关注
公共课在人才培养中应发
挥的教育性和职业性作用。

比赛按课程特点分为
思政类、英语类、计算机、数
学、 体育类以及大学语文、
心理健康、就业创业类。 长
沙民政职院邓良春老师摘
得英语类一等奖。 在他看
来， 要让学生喜欢上英语
课，首先是要创新课堂。“比
如，我会将传统教学单元主
题转变成一个个职场交际
任务，这样能让学生自主参
与其中。”另外，在“互联网
+”时代，邓良春认为，还要
与MOOC慕课学习相结合，
创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多样化教学环境，让学生随
时随地想学就学。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陈茜

学生教官带领“小鲜肉”军训
近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2017级新生军训汇报表演。表演结束后，新生们满怀喜悦，将学生教

官们团团围住并高高抛起。据悉，早在2007年，中南林科大在湖南省率先实行由学生教官负责新生军
训。经过11年的探索，这支由学生组成的教官队伍，已经成为该校新生军训稳定而强有力的依靠。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王祝敏 通讯员 邹敏 刘凯 摄影报道

高职院校公共课成“酱油课”？
湖南重办公共课教师说课竞赛

探索通识教育和
专业教育相结合

在去年出台的《湖南
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实施意见》 中明确提
出，要构建公共基础课程
与专业技能课程相融合
的课程体系，注重学生文
化素质、科学素养、综合
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培养。高职院校要规
范公共基础课课程设置
与教学实施，面向全体学
生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
门课程群。

为了提升学生职业
核心能力，2016年， 长沙
民政职院在全省高职院
校中率先成立了通识教
育中心。该校教务处副处
长谢丽琴表示， 长期以
来，高职院校十分重视专
业教育。但事实上学生要
在社会很好地生存和发
展，需要通识教育。“通识
教育主要解决的问题包
括： 正确价值观的塑造、
健全人格的养成、思维方
式的拓展、学习能力的提
升。高职院校应该坚持通
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
合的道路。”

改革

本报9月25日讯 快过中秋节
了，长沙一所学校的家长委员会提议
用班费买月饼送给老师们。但这个提
议有家长支持，也有家长反对，理由
是班费应该用于组织开展活动而不
是送礼。 家委会可以用班费送礼吗？
如何监管家委会工作？

今天，长沙市教育局下发《关于
中小学幼儿园进一步加强对家长委
员会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要
求各学校、幼儿园要进一步规范家委
会工作， 并切实履行管理和监督责
任。家委会有违规收费造成严重影响
的，要追究校领导的责任，学校要追
究主管领导、年级组长、班主任的责
任。

不得预收一学期的班费

《通知》指出，个别中小学校的
家长委员会在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活
动的过程中， 出现了违规收取费用
的现象。 为了履行管理职责， 各学
校、幼儿园教育主任要加入校级、年
级家长委员会群， 班主任必须加入
班级家长群、家委会工作群，对家长
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家
委会违反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时，
要及时予以纠正。

同时，家委会工作经费在学校公
用经费中列支， 学校要做好预算，规
范管理。学校要对家长委员会进行监
督， 不得预收一学期的班费等费用。
班级学生活动一事一收， 一事一结，
一事一公开。同时，要本着勤俭节约
的原则，实现资源共享、资源循环利
用， 杜绝一次活动购买一套服装。学
校和教师不允许利用家长委员会的
名义进行收费、摊派或捐资。

家委会组织活动要公开预算

另外，年级、班级家委会在学校
的指导下组织学生开展教育实践活
动，必须向家长公开活动方案、安全
预案、经费预算及支出明细等，提前
征求家长和学生意见，家长和学生必
须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参与活动。

各校要建立学校与家长委员联
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情况， 保障沟
通渠道畅通，确保家长委员会依法、
规范、有序、有效地开展工作。学校
要通过阳光服务平台、 校长信箱、
QQ群、微信群、校长接待日等方式，
接受家长的咨询， 及时处理家长反
映的问题。、 ■记者 黄京

3岁女童鼻孔飘恶臭
纸片鼻腔安家1年多

本报9月25日讯 家住长
沙市岳麓区的彤彤今年3岁，鼻
腔常发出很浓的异味且流鼻涕
不止，22日上医院检查，竟在鼻
子里发现纸片， 家长推断纸片
在彤彤鼻腔安家应有一年多。

据彤彤奶奶介绍，一年来孩
子反复发生鼻腔流脓涕、鼻塞等
现象，近日靠近其鼻孔，竟然闻
到孩子的鼻腔内散发出一阵阵
臭味，立即到长沙市第四医院耳
鼻喉科就诊。经医生诊断，彤彤
鼻腔可能存在异物。 通过鼻内
镜手术， 鼻腔内的异物被顺利
取出， 清除脓性分泌物后可见
肉芽组织包裹一指甲大小的纸
片，且已腐烂发臭。

耳鼻喉专家李湘胜提醒，“发
现鼻腔内有异物， 切不要强行取
出。 以防孩子哭闹时倒吸异物落
入咽部甚至气管，造成窒息。”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洪铮敏

住院信息、病情进展
动动手指一目了然

本报9月25日讯 今天中
午， 在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待产
的林女士做完检查后， 坐在床
边用“医疗辅助信息服务平台”
查看起生产后的相关医疗政
策，“原来怀孕生产后的政策这
么细， 以前很多都不了解。”记
者了解到， 为结合大数据时代
下的“互联网+医疗”，构建和谐
医患关系新媒体宣传平台，长
沙市妇幼保健院近日成功上线
了“医疗辅助信息服务平台”。
该平台方便患者及家属查看住
院信息、 病情进展以及生活服
务等信息，加强医患沟通。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张蓓

秋季警惕
“头号杀手”心血管病

本报9月25日讯 因突发
心脏病，湖南卫视笑星、节目主
持人毛吕克于22日不幸逝世。
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
世界心脏日，心脏疾病是人类健
康“头号杀手”，其中心血管病死
亡率在我国逐年上升。中南大学
心血管病专家江凤林提醒，秋季
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期，市民防
患与防治刻不容缓。

“我国心血管病死亡率高
于肿瘤和其他疾病死亡率，占居
民疾病死亡构成率的40%以上，
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
管病。”江凤林表示，若能控制高
血压、戒烟和超重这三种血管危
险因素， 预计2030年可减少90
万国人过早死亡；如果能增加体
育活动， 控制血脂和血糖升高，
则预计可预防100万国人过早
死亡。 ■记者 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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