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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创新创业“金课”
已累计开设2.8万余门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
突破口。记者从教育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近年来，我国推动高校聘请各行业优秀人才担任
创新创业教育专兼职教师，目前全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专职教师近2.8万人、兼职导师9.3万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教育部会同
国家发改委建设了19个高校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了
200所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中央财政共
支持8.8亿元打造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示范区，以改
革标杆示范引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走向深入。

同时，我国着力打造创新创业教育线上线下“金
课”，目前全国累计开设2.8万余门课程，各示范高
校开设2800余门线上线下课程，选课人数近630万
人次。与此同时，依托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推出了52门创新创业教育精品慕课，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体系不断健全。 （据新华社电）

河北：

近三年撤销或暂停
253个本科专业招生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厅了解到，近年来河北省根
据本省产业发展需求，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结构，
建立招生、培养和就业联动机制，淘汰就业差、水平
低的学科专业，促进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匹配。近
三年，河北省高校共新增本科专业307个，撤销或暂
停招生253个；新增专科专业616个，撤销或暂停招
生592个。

“这一增一减，使得河北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得到了
优化”，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杨勇说，新增专业中，服务战
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占比分别达到30%和45%，
与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基本吻合。

近年来，河北省围绕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超前
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善民生急需的相关学科专
业。优先发展大数据与物联网、机器人与智能装备、
先进环保等高新技术相关学科专业：支持工业设计
相关学科专业发展，助力冬奥会，打造冰雪人才培养
基地等。 （据新华社电）

热点

资讯

10月 13日 16时，海南日报
记者在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看
到，学校的足球场、篮球场上热闹
非凡。足球场上，两支足球队正
在踢对抗赛，旁边还有围观的市
民为他们加油助威。篮球场上，
许多学生激战正酣。

将球投入篮筐后，海口市第
十中学学生卢泽宁和伙伴们兴奋
地欢呼起来。“我们5个人今年6
月刚从美兰实验小学毕业。今年
暑假学校操场免费开放后，我和

小学同学经常相约到这里打球。”
卢泽宁说，他目前就读的初中运
动场地周末也免费对外开放，但
是美兰实验小学离家更近，打球
更方便。“小学毕业后，我们都去
了不同的初中。在母校打球，我
们也能借此机会聚一聚。”

“为了方便管理，外来群众进
学校锻炼时要用身份证、驾照等有
效证件在学校保安室登记后才能
进入。”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安保
管理人员潘正新告诉记者，今年7

月初，学校操场刚对外开放时，每
天过来锻炼的市民不足10人。随
着这项政策的宣传，周末、假期到
学校锻炼的人越来越多，最多的一
天能达到近百人。“过来锻炼的群
众中，各个年龄段的都有，老年人
大多早上到操场散步，年轻人主要
过来踢足球、打篮球和羽毛球。”

外来群众免费进入学校操场
运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文
明现象。记者在美兰实验小学以
及美苑小学采访时发现，有些市

民将饮料瓶、易拉罐随意丢弃在
操场上，地面上还能看到一些烟
蒂和纸屑。在海口市第七中学，
还有人往学校雕塑上泼油漆。

“学校运动场地已经开放3
个多月，目前总体情况平稳，但是
也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的现象。个
别市民进校时不愿登记，在学校
抽烟，带宠物进校园锻炼。这些
不文明行为被制止时，有些市民
还和保安发生了口角。”海口市
美苑小学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美兰区已制定《学校体
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管理办法（试
行）》，对体育场馆的安全、消防和
环境卫生管理以及学校管理人员
职责进行了详细规定。其中明确
规定进入体育场馆内，必须穿平
底胶质的运动鞋，严禁穿高跟皮
鞋、塑料鞋、拖鞋进入场内；严禁
穿带钉跑鞋在非跑道区域活动；
体育场馆内禁止吃零食、随地吐
痰、吐口香糖等。但是，由于现在
入校锻炼的市民不断增多，学校
安保人员有限，很难对全部进入

学校的人员进行监督，大多数情
况下还是需要市民自觉遵守相关
规定。

海口市美苑小学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我们明确对外告知学
校仅开放运动场所，教学楼、宿舍
楼等场地禁止入内。但是仍有一
些好奇心强的市民进入禁止区
域，安保人员通过监控视频发现
后会将其劝阻出去。”

外来群众到学校锻炼后，学
校需要增加安保、保洁人员，加上
运动设施的损耗维护，无形中给

学校增加了不少管理成本。经美
兰区教育局测算，按照一年开放
174天的标准，一所学校因运动
场地对外开放带来的运营成本每
年超过40万元。

“学校免费开放运动场地，
为群众提供便利的同时，外来群
众也应自觉维护学校的卫生环
境。”海口市美苑小学相关负责
人呼吁，希望进入学校锻炼的群
众与校方共同营造良好卫生环
境，让共享运动场的生命力更加
长久。

目前，海口美兰区25所中小
学对外开放的运动场地均为室外
体育场地。其中部分学校除了室
外场地，还拥有室内体育馆和游
泳馆。这些优质的室内体育资源
能否对外开放？开放后是否要收
费？这些成为许多海口市民关注
的问题。

据了解，海口市美兰实验小
学室内游泳馆和乒乓球馆目前已
经建设完工，正在等待验收。该

校副校长钟宝告诉记者，验收后，
游泳馆和乒乓球馆计划通过招标
交给企业运营，以后是否向公众
开放尚不确定。

今年9月，美兰区新建的英
才小学滨江分校、龙岐小学开始
正式招生，这两所学校都配备了
室内体育馆和游泳馆。“目前这两
所学校只交付了教学楼，室内、室
外运动场地还在施工，还不具备
对外开放条件。”美兰区教育局基

础教育办公室负责人林雄表示，
室内体育馆有空调等设备，有的
还配备了淋浴室。此外，游泳馆
需要定期换水、消毒，配备救生
员，运营成本很高，是否对外开
放、如何对外开放等问题还有待
探讨。

“学校的体育场所要遵循‘先
室外、后室内’的原则进行开放。
教育部门也会要求学校不断丰富
室外场地的体育设施器材，更好

地满足群众的运动需求。”林雄
说。

采访中，美兰区多所学校负
责人表示，学校免费对外开放运动
场地后，由此带来的不文明行为、
学校运营成本增加等问题目前影
响不大。但是，作为学校方，最担
心的是市民在学校锻炼时意外受
伤或出现其他人身安全事故。如
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处
理？学校是否要承担责任？

共享运动场遭遇尴尬 有人遛狗，有人乱丢垃圾

运动场开放“先室外、后室内”室内场馆如何对外开放待探讨

外来人员入校增加管理成本 学校呼吁市民自觉遵守规定

日前，晓雯音乐教育集团海南片区大
型家长会暨音乐教育知识讲座在海口举
行，千余名家长和孩子参加。近年来，孩
子的音乐教育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重视，我
省越来越多的孩子走上爱乐路。除了海
口外，定安、琼海、文昌、澄迈等市县的幼
儿音乐教育也越来越火，音乐教育机构学
员人数逐年攀升。

共青团陵水县委相关工作人员龙丁雨
表示，近年来，陵水多个部门面向幼儿开设
公益音乐教育课程，通过乐理培训、乐器学
习以及合唱教学等多种方式，在孩子们心中
种下音乐的种子。

除了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公益课程外，
到音乐培训机构学习成为诸多家长的选择。

“我女儿今年刚满5岁，就开始学习
电子琴了。”定安居民王岚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在定安，音乐教育氛围越来越浓，
许多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习乐
器。“孩子学习乐器后，在音乐演出、比赛
中与同龄人交流，可以提升自信心。”

不过，随着儿童音乐教育的普及，一
些浮躁的现象引起了相关专家的重视。
目前，我省音乐培训机构质量良莠不齐，
部分音乐培训教师没有专业资质，无法为
孩子学习音乐提供正确指导。不少家长
和孩子将音乐教育与音乐考级、音乐表演
挂钩，不少孩子忙于考级、参加各类比赛，
没有打下坚实的乐理基础，也难以从音乐
中感受快乐，无法取得长足进步。其中最
严重的是，有些家长让孩子以考级为目的
学习音乐，每天只是重复练习三四首考级
的曲子，这样既不利于音乐综合能力的提
升，也容易扼杀孩子学习音乐的兴趣。

“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部分家长和
学生不可避免会出现功利心态。”晓雯音
乐创始人、幼儿音乐教育专家叶军表示，
考级只是阶段性检验孩子音乐学习成果
的一种方式。打好乐理基础，提升孩子对
音乐的感受力才是音乐教育的关键。家
长和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切勿因小失大，孩
子在练习考级曲子的同时，也要不断进行
其他音乐作品的训练，打牢基本功。

叶军建议，日常生活中，除了督促孩
子学习乐理知识和练习乐器外，家长还应
让孩子多听古典音乐“磨耳朵”，培养乐感
以及对节奏、音准的把握，提升孩子们学
习音乐的兴趣。

音乐启蒙不可急功近利

孩子学音乐
重在“磨耳朵”

■ 本报记者 邓钰

工信部：

大力推进
先进制造技能人才培养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傅建奇在近
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大力推进以工业机器人
应用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能人才培养，适应先进制
造业发展要求。

随着智能制造加速发展，工业机器人快速普及，
工匠除了掌握传统技能外，也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
的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近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定于今年10月18日至20日在山东济南举办
第三届全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决赛，通过
赛事等多种方式遴选人才，加强高技能工匠培育。

傅建奇说，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本次大
赛在内容等方面更加细分，增加了AGV自动导航
机器人应用，提高了装配任务难度，新增了生产线设
计、布局及仿真功能的考核等内容。此外，大赛新设
了教师组，旨在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
促进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截至目前，全国30个省（区、市）及16家央企的
选手参加比赛。工信部将以大赛为契机，进一步推
动工匠精神的弘扬，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
高技能人才队伍。 （据新华社电）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官
网近期更新信息显示，出生于
1991年的女博士李琳已于2019年
7月起任该学院教授，并担任博士
生导师。虽然李琳的研究领域

“开发单细胞多组学测序技术”
“哺乳动物生殖系细胞发育和疾
病发生发展进程中的表观遗传学
调控”在普通公众中没几个人能
读顺溜，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
此事的兴趣，一度助推带有“90后
美女博导”标签的新闻冲上新闻
热搜榜。

近年来“90后美女博导”已经
不止一次引起舆论轰动，电子科
技大学、浙江大学都有先例。标
签过于简单，常常使人们的注意
力流于表面，聚焦于“90 后”“美

女”等几个吸引眼球的词汇。事
实上，李琳等“90 后”博导固然未
满30岁，但离30岁也已不远，熟悉
高校情况的人应该知道，30 岁左
右当上教授和博导即便不算普遍
情况，但也绝不是什么稀罕事，而
且男性也不少。相对于“美女博
导”，他们只是缺乏舆论的兴奋
点，难以引起公众关注罢了。

所以，抛开标签不谈，“90 后
美女博导”或“30 岁当教授”等事
件的深层次意义在于，近年来诸
多高校进行的推进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与创新正在开花结果。

长期以来，很多高校的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整齐划一，有着严
格的程序和条件。博士生毕业进
入高校，往往要从讲师做起，做满
一定年限再满足一系列条件（如
论文、科研项目、获奖等），才可获
评晋升副教授。从副教授晋升教

授，又是一轮循环，当然条件要求
也更高。这种考核与评价制度，
保证了教师队伍有一个合格水平
的“下限”，但对能力突出上限很
高的人来说，却并非完美。一些
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优秀人才受学
历学位、任职年限、资历经历等限
制，无法脱颖而出，往往导致科研
活力受到束缚。

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高校
一家的责任。对诸多高校来说，
人才工作有时并非自己的事，内
中掣肘或者无奈，超出圈外人的
想象。高校不是工厂，高校是发
现和培养人才的地方，在标准化
的条件之外，高校需要为天赋提
供尽情绽放的舞台。要做到这一
点，让那些天赋和实力兼具的人
才冒头，非要进行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的改革不可，以便让高校在
编制及岗位管理、选人用人、职称

评聘、薪酬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
得到落实，使高校可以得到急需
引进的人才，使人才可以得到相
应的尊重和待遇，最终实现“向用
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

高校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力军，是推
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主战
场。这次李琳担任博导，其实就是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创新的产物。据媒体
报道，该校在引进人才上设置多个
序列，包括特殊领军人才、学科领
军人才、优秀学术骨干以及优秀青
年学者，每个序列对应不同职责和
待遇。李琳虽年纪不大，但履历和
业绩惊人，最终以“优秀学术骨干”
名义获聘，并破格成为教授、博导，
这种“破格”不仅是对李琳个人的

“破格”，更是制度的“破格”。
（《中国教育报》）

教育部：

严把本科生毕业出口关
教育部近日就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发布意见，提出要完善过程性考核
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加强考试
管理、科学合理制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要求、严把
学位授予关。

意见指出，要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
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综合应用笔试、口试、非标
准答案考试等多种形式，科学确定课堂问答、学术论
文、调研报告、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过程考核比
重。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试纪律，坚决取消毕业前
补考等“清考”行为。

同时，科学合理制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要求，
严格全过程管理，严肃处理各类学术不端行为。落
实学士学位管理办法，健全学士学位管理制度，严格
学士学位标准和授权管理，严把学位授予关。

意见明确，支持高校建立与学分制改革和弹性
学习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加强校际学分互认与转化
实践，以学分积累作为学生毕业标准。完善学分标
准体系，严格学分质量要求，建立学业预警、淘汰机
制。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修满毕业要求的学分，
应准予毕业；未修满学分，可根据学校修业年限延长
学习时间，通过缴费注册继续学习。（据新华社电）

从今年7月起，海口市
美兰区25所中小学校的操
场及体育设施、器材在周
末、节假日、寒暑假免费向
市民开放。

校园运动设施免费开
放3个多月后，目前情况如
何？海南日报记者近日采
访发现，到学校操场锻炼的
群众越来越多，但也出现了
一些不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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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演员在音乐会上弹奏钢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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