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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3 秒！ 伴随着一阵阵惊叹声，7 岁的魔方选手张淇隩打破了二阶魔
方单次中国纪录。 10 月 26 日至 27 日，2019WCA 秋季魔方赛在长沙举行。
比赛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魔方高手共 1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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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一流
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建成万门左
右国家级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
程，简称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课
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 课程质量直
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部表示，要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把教学改革成果落
实到课程建设上，加大学生学习投入，科
学“增负”，让学生体验“跳一跳才能够得
着”的学习挑战。
杜绝“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现象

认定范围包括哪些学科？ 根据推荐
认定办法， 普通本科高校纳入人才培养
方案且设置学分的本科课程均可推荐，
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基础课、专业
基础课、 专业课以及通识课等独立设置
的本科理论课程、 实验课程和社会实践
课程等。

《意见》称，要建设一批中国特色、世

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 一批培养创新
型、复合型人才的一流本科课程，以及一
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流本科课程。“优
化重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破除课程
千校一面， 杜绝必修课因人设课， 淘汰
‘水课’，立起课程建设新标杆。 ”

在教学方法上，强化课堂设计，杜绝
单纯知识传递、 忽视能力素质培养的现
象， 杜绝信息技术应用的简单化、 形式
化，杜绝“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现
象。
对出现师德问题的课程实行一票否决

认定方式上， 推荐课程须至少经过
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
善，还需在教学理念、教学成果、教学设
计等多个方面具备实质性创新。

除线上一流课程、 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一流课程继续按有关文件实施外，线
下一流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推荐材料包括申

报书、时长 10 分钟内的说课视频（包括
教学理念、课程设计、课程实施、改革成
效等）和其他佐证材料。

教育部将分年度组织专家对推荐课
程进行认定，经公示后向社会发布。 对课
程团队成员存在师德师风问题、 学术不
端问题、五年内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课
程内容存在思想性科学性问题的， 实行
一票否决。

教育部称， 将对认定的国家级一流
课程实施动态管理， 认定为国家级一流
课程的课程须继续建设五年， 对于未持
续更新完善、出现严重质量问题、课程团
队成员出现师德师风等问题的课程，将
予以撤销。

连续三年不上课，
教授将被转出教师系列

《意见》提到，高等学校要严格执行
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连续三年不承
担本科课程的教授、副教授，转出教师

系列。
在 10 月 31 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

气会上，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
示，“其实不是简单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讲
台讲课，而是让高校老师明确，第一身份
是教师、第一职责是上课，如果不教书、
培养学生，就不能属于教师系列。 ”

吴岩称，学生报考一个学校，是因为
这个学校有名家、大家、专家。“而一个学
生上了四年学都没见过这些名家、大家、
专家，这个学校的职业良心在哪？ 怎么能
够是一个好学校？ ”

高等学校有三大基本职能———教
学、科研、社会服务，但人才培养是第一
职责。 自从有大学起，大学就要培养人，
“教书育人也是一个老师的天职， 所以
我们要一直抓下去，直到每个教师把教
书当成自然而然的工作习惯才可以。 ”
吴岩说。

摘自《新京报》

7岁学生玩出二阶魔方新纪录

教育部:实施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

2020年湖南高校
美术类专业统考下月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燕）11 月 4 日，记者从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20 年湖南省普
通高校招生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将于 2019
年 12 月 7 日进行。

省教育考试院温馨提示， 考生将在本
人报名所在市州指定的考点参加考试。 考
生须在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6 日期间登录
报名缴费网站打印《专业考试证》，考试地
点详见《专业考试证》，6 日下午 5 点去考点
熟悉考场。

考生须于开考前 35 分钟到达考室前门
入口处。 开考铃响后，考生才能开始作画。
开考 15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室。“素
描”和“速写”科目为一场考试，两个科目考
试间隔时间段内， 禁止考生离开考室和座
位，否则视为放弃该科目考试。

推进本科课程改革

（上接 01版②）
2005 年，文锋发现班上学生龚

坚经常沉默不语，几次与他谈心后
了解到， 龚坚的母亲很早就去世
了，家庭贫困。为了帮助该生，文锋
将自己的教师饭卡给了龚坚，并告
诉他：“困境不能影响你的志气，你
要加倍努力学习。 ”龚坚深深感受
到了文锋对他的关心，不仅认真学
习， 还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现
已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文锋家里有六口人：同为教师
的妻子、高龄的父母，还有两个孩
子。 面对早出晚归的丈夫，妻子吉
新颖悲伤地说道：“每天，我都会站
在窗前等他、盼他回家吃饭……他
总跟我抱歉， 说以后不当班主任
了，一定多花时间陪陪我……结婚
那年，他跟我说实在放不下这些孩
子，能不能等他们毕业了，我们再
办婚礼……”

在文锋逝世后的日子里
2019 年 9 月 10 日， 文锋获评

“全国优秀教师”。拿到荣誉后的文
锋和往常一样， 投入到了工作当
中，直到车祸发生。

9 月 26 日，文锋崇高而璀璨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里。那一
天，全城哀悼，人们怎会想到，这个
为安化奉献一生的教育人，人生的
“闭幕式”竟如此仓促。

文锋去世以后，安化县教育局
成立了文锋事迹宣讲团，部署向文
锋同志学习的活动。

10 月 17 日， 文锋事迹宣讲团
走进文锋生前奋斗了 10 余年的梅
城镇中学，他的故事让在场的每一
位老师都为之动容。

安化县教育局局长刘唐业说：
“文锋对梅城甚至安化教育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贡献在于他
不怕艰苦，乐于奉献，他打心底热
爱教育，把职业当事业。 文锋就像
一棵不老的松树， 永远挺立在安
化的教育史上，而我们要做的，就
是把他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
去。 ”

（上接 01版①）
2018 年 9 月，新马小学、尚格小学、栗

雨小学、凿石小学率先开展校内课后服务
试点工作， 接受课后服务的学生达 2689
人，占四校学生人数的 40.47%。 试点一年
后，从专题调研数据看，试点工作效果良
好， 教师和学生家长支持度分别高达
94.59%、99.48%。

启动：师生依规齐展所长
天元区尚格小学校长马谋幸告诉记

者，随着今年秋季省教育厅关于课后服务
的指导性文件及收费标准出台，终于让学
校开展课后服务得以名正言顺。

“今年秋季湖南省新出台的课程计划
取消了社团课，我们就利用托管时间继续
开设，陶笛、竖笛、舞蹈、湘江毅行、武术、
健美操以及耘梦园、小鬼当家等课后服务
活动的开展，都脱胎于社团课的实践成果
中。 ”马谋幸说，上课教师均为本校艺体教
师，或是有自己学科专长的教师。

“我们在周五的课后服务社团活动中
还引进了校外的专业老师，如葫芦丝课本
学期就是由原湖南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刘
晓芳来为孩子们授课。 ”启明小学校长朱

耀明说。
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赢利性原则，校内

课后服务收费试行标准最高不超过 5 元 /
课时，每天不超过 10 元，按学生实际参加
的天数收取，并对建档立卡等家庭困难学
生免收服务费。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支付
参与校内课后服务老师的服务费。

“在课后服务的收费问题上，许多家
长对于费用的公开透明上也提出了自己
的担心。我们要求各校财务部门在学期初，
制定课后服务经费预算， 并在学期初和学
期末向家长公示经费收支使用情况； 学期
末，家长代表、学校纪检代表、各行政部门
也将对费用开支情况进行审核和监督。”株
洲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谭望说。

同时，志愿者、社区义工和家长等社
会力量正有序参与进来，有效解决了师资
不足、专业不够、精力不济、资源单调等问
题。

成效：亲子共享幸福时光
自学校开展校内课后服务，担当起这

份社会责任后，切实解决了家长的“三点
半”接送难题；在课后服务中，学校安排教
师进班辅导作业、 开展特色社团活动，既

为家长减轻了作业辅导负担，又为孩子增
加睡眠时间；不以营利为目的收费，也为
家长节约了一大笔托管和培训费开支。

“学校开展‘三点半’课后服务后，我
把孩子课余的书法、架子鼓等校外兴趣班
都停掉了，三年级的孩子总得有他快乐的
童年。 ”启明小学学生黄晨烨的爸爸说，现
在孩子做作业三心二意的小毛病逐渐有
了改观。

“三点半”课后服务开展后，孩子的放
学时间和自己的下班时间顺利接上，邓炫辰
的妈妈终于能按时接孩子放学，母子俩一同
回家成了工作劳累整日后的幸福小时光。

同时， 课后服务和社团的密集开展，
也为学校开发优质校本课程提供了丰厚
的实践土壤和教育生态；对校外非法托管
机构更是形成了有效的打击，很多机构迎
来“关停潮”。

从先试先行到全面铺开，从难题不断
到逐个击破，作为湖南省教育体制改革试
点的重点项目，截至 10 月底，校内课后服
务已在全市推开， 并深受社会各界好评。
校内“三点半”正成为株洲教育发展路上
的一项宝贵经验，辐射全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