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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据中国教育报 9 月 22 日，教育

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

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合

理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大力发展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快学科专业结构

调整，明确到 2025年，基本建成规模

结构更加优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服务需求贡献卓

著、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高水平研

究生教育体系。到 2035 年，初步建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

《意见》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健全“三全育人”机制。完善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水平。开全开好研究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

结果作为“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学

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重要内容。同

时，发挥导师言传身教作用，激励导

师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提

高研究生党建工作水平，强化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

《意见》强调，要对接高层次人才

需求，优化规模结构。要以服务需求

为导向，合理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博士

研究生招生规模适度超前布局，硕士

研究生招生规模稳步扩大。要优化培

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则

上只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

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

主。同时，要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

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布局结构，服

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坚持质量导向，

完善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招生

培养模式上，《意见》明确，深化招生计

划管理改革，健全供需调节机制。实

施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

专项招生计划，向重大科研平台、重大

科技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关键学科领

域、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双一流”建

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高校倾斜。要完

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严

格监管的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体系，

加强学术学位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培

养，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

力培养，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加

强关键环节质量监控，完善分流选择

机制。同时，要深化开放合作，提升国

际影响力，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吸引

优秀学生来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完

善来华留学生招生、培养等管理体系，

保障学位授予质量。

为全面从严加强管理，提升培养

质量，《意见》强调，要健全内部质量管

理体系，压实培养单位主体责任。培

养单位要完善质量控制和保证制度，

抓住课程学习、实习实践、学位论文开

题、中期考核、论文评阅和答辩、学位

评定等关键环节，落实全过程管理责

任，细化强化导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权责，杜绝学位

“注水”。同时，还要强化导师岗位管

理，严惩学术不端行为，完善质量评价

机制，破除“五唯”评价方式，并加强外

部质量监督，严格规范管理。

在完善条件保障方面，《意见》明

确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差异化

投入机制，改革完善资助体系，完善

管理队伍建设等，确保各项改革措施

落地见效。

本报讯（记者 殷涛）日前，由四

川省教育厅主办的“健康四川”学校健

康促进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成都中医

药大学举行。教育厅机关党委书记李

志刚、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徐斌参加

活动并讲话。

李志刚强调，青少年健康不仅关

系孩子成长和家庭幸福，也是国家和

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2020年是

深入推进“学校健康促进专项行动”的

开局之年，全省教育系统要强化每个

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动员全社会支持学校健康促进，参与

健康四川行动；要倡导“大卫生、大健

康”的事业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各相关

单位和部门的协同作用，落实“把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的新时代工作方针；要

推动学校健康行动各项措施落实落

地，为健康四川、健康中国打牢坚实根

基。

启动仪式上，学校健康促进专项

行动专家组组长张建新教授对《学

校健康促进专项行动方案》进行了

详细解读，围绕学生中存在的“小胖

墩”“小眼镜”和“跑不动”“跳不远”

等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指导，呼吁

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学校

健康促进。

据了解，2019 年底，我省印发《健

康四川专项行动方案（2020-2030）》，

包括 18 个专项行动举措，提出对个人

和家庭的健康建议和倡导。“学校健康

促进专项行动”是 18 个专项行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健康中国、健康

四川行动计划的教育举措。

“健康四川”学校健康促进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殷涛）近

日，由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教

育网络安全培训会在成都召

开。会议旨在进一步提高全

省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工作负

责人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

水平，促进全省教育系统网

络安全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

全面提升。教育厅一级巡视

员胡卫锋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省教育网

络安全工作事关教育信息化

的稳步推进和教育事业的改

革发展全局。各地各校要建

立“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

负责人牵头抓”的网络安全

“一把手”责任制，建立健全

内部管理协调机制，制定完

善网络安全规划和管理制

度，全面实施信息安全等级

保护制度；各地各校网络安

全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技

术骨干要提高网络信息安全

的防范意识，深入查找问题

隐患，及时整改并进行安全

加固，堵塞网络安全漏洞。

会议强调，当前全省教

育系统要将网络安全工作作

为重点工作来抓，进一步提

高站位、找准定位、认准方

位、做好本位、争创首位、谨

防缺位，为开创我省网络安

全工作新局面、加快推进全

省教育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会上，来自教育部信息

中心、中央网信办安全中心

四川分中心等单位的专家作

专题讲座，重点解读了网络

安全法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制 度 。 本 次 培 训 会 正 值

2020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开展之际，主办方还举办

了首届四川省高校网络安全

技能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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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江水，言不尽浩浩中华魂，

巍巍峻岭峰，挡不住阵阵中华风。”近

日，在马尔康市举行的四川省第 23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幕式上，

阿坝州教育系统各族教师和学生代

表用《我爱你中国话》的朗诵，抒发了

浓厚的爱国情怀。教育厅副厅长彭

翊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四川省语言情况复杂，有十多种

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长期以来，我

省立足省情，不断加强各行业、各级

各类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在脱贫攻

坚战中，四川高标准开展推普脱贫工

作，将“是否会讲普通话”列为“脱贫

攻坚精准帮扶”内容之一。2019 年

末，全省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0.31%，

走在西部省份前列。

推普从娃娃抓起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日前，一阵清亮的读书声从

阿坝州马尔康第四小学的校园广播

传出来，学生格桑梅朵正用流利的普

通话诵读国学经典。

看着落落大方、发音标准的梅

朵，学校大队辅导员舒庆欣慰地笑

了。“梅朵刚来学校时，不会用普通话

说完整句子，也听不懂我们说话。”舒

庆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梅朵的情

景，她后来了解到，梅朵在上学前从

没有接触过普通话。

“这样的情况，过去在我们这儿

是普遍现象。”马尔康第四小学校长

三郎斯基介绍，学校 95%的学生是少

数民族，很多孩子在上学前都不会说

普通话，上课学习存在很大困难。为

了尽快解决孩子们的语言难题，在学

前教育中，老师们采用了经典诵读、

讲故事、唱儿歌、演小剧等孩子们喜

欢的形式推广普通话，孩子们有了明

显提升，也带动了家长的进步。

“阿坝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存

在多种语言和方言。如果没有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沟通的桥梁，学生

之间、师生之间的沟通都存在障碍，

更谈不上提升教学质量。”阿坝州教

育局局长卢晓军说。为此，阿坝州围

绕“推普从娃娃抓起”的目标，帮助儿

童在学前听懂、会说、敢说、会用普通

话，在学前阶段过好语言关，夯实了

义务教育的基础。

说好普通话成致富技能
马尔康市马尔康镇西索村近年

来发展民族风情游，带领村民们走上

致富路。然而，生意红火了，村民却

越发感受到“不会说普通话”的难处。

50 多岁的阿血在西索村经营着

一家藏式民宿，过去因为不会说普通

话，吃了不少“亏”。“我以前只会说本

地土话和藏语，而游客来自全国各地，

交流有很大障碍。”于是，阿血下决心

学好普通话，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

参加了相关的培训。“现在，我和住客

交流完全没问题。”阿血高兴地说。

此外，阿坝州还专门为外出务工

人员量身定制了普通话系列培训。

近年来，阿坝州越来越多的农牧民走

出大山，到大城市务工。“州里调研发

现，一些青年外出务工时应聘成功率

低，但并非他们不勤快、劳动技能差，

往往是‘卡’在了普通话上。”阿坝州

语委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此，阿坝州在推广普通话上

逐步建立“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

门参与、社会支持”的管理体制和

“整体联动、分管共推”的工作机制，

并把培训放在重要位置，为外出务

工人员教授普通话语言技巧，增加

他们就业机会。

泽郎初是阿坝州数万名外出务

工的农牧民之一，目前在成都一家酒

店打工。在接受了培训后，泽郎初的

普通话水平大幅提升，如今因工作出

色被晋升为大堂经理，收入也翻了

倍。

泽郎初的经历并非个例，在记者

走访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时，不管是藏

区还是彝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会

说普通话，也爱说普通话，这让他们

与外界有了很多连接，生活也有了更

多可能性。

同讲普通话 携手进小康
——我省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作

■ 本报记者 董志文 文/图

阿坝州学生诵读国学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