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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动态
四川 4 人获得光华工程科技奖
本报讯（记者 何元凯）近日，第十四届光华
工程科技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 40 位获奖
者中有 4 位来自四川，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工 程 物 理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张 信 威 外 ，其 余 3 位 均
来自高校，分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教
授王琪，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高仕斌，成都理工大
学校长刘清友。四川高校获奖数较 2020 年增加
2 名。
据悉，光华工程科技奖被誉为“中国工程界最
高奖项”，用以表彰在工程科学技术及工程管理领
域作出重要贡献、取得杰出成就的华人工程科技
专家，包括“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
“光华工程科技
特别贡献奖”
“光华工程科技奖”三个奖项，每两年
评选颁发一次。

川北医学院
“五心”呵护学子心灵
本报讯（周蕾）川北医学院一直高度注重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构建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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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为梦想而战

6 月 7 日，
2022 年全国高考拉开帷
幕。我省 57.56 万名考生走进考场，
迎
接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在四川各个考
点外，
各种创意满满的
“高考祝福”
竞相
登场，让考生带着必胜的信念上考场。
轻快击掌、给个拥抱、竖起大拇指……
送考老师为学生加油打气；手捧鲜花，
穿上盛装……不少家长站在警戒线外
耐心等待，
预祝孩子考试成功！
在考生身后，
除了有老师的深深祝
福，家长的默默支持，更有多方力量尽
责守护，
为考生保驾护航。爱心定制公
交车队免费接送考生，助力学子高考；
交警开道接送考生车辆，确保一路畅
行；疫情防控人员全程进驻考点，为考
生提供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服务；
高考
服务志愿者现场维护秩序，
多部门合力
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

——2022 年普通高考四川考点掠影

预防干预、咨询服务、协同联动“五位一体”的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格局，
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
教育教学“启心”。学校加强心理健康知识教
育，坚持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整体教学
计划，开设 32 学时（2 学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
实现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全覆盖。
实践活动“润心”。注重学生心理疏导，组织
开展心理健康节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游园、讲堂、团辅、比赛、宣讲等活

高考首日，
成都七中考点的考生有序入场。
（王浚录 摄）

动，丰富大学生校园生活。建设校内外心理健康
素养拓展培养基地，将心理健康的“触角”延伸得
更长。
预防干预“宽心”。用好《中国大学生心理健
康筛查量表》和“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网络测评系
统”，坚持开展新生心理健康普查。运用精神卫生
学院心理服务人力资源，结合学生实际，制定个性
化的专业筛查量表，建立在校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提高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的覆盖面和科学性。优化
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预警防控体系，完善
信息化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强化心理疾病的诊治
措施，发挥学校精神卫生学院临床资源优势，规范
心理精神疾病学生的转介治疗制度。
咨询服务“暖心”。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现
有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5 名，兼职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 4 名，专兼职老师用心用情做好个体心理
咨询服务工作，咨询电话 24 小时开通。同时，中

内江市第六中学考点，进入考场前，考生们
为自己加油打气。
（兰自涛 摄）

阆中市东风中学考点，
考生在进入考场前和家长合影。
（王玉贵 摄）

成都七中考点，
送考老师考前给学生一个鼓励的拥抱。
（王浚录 摄）

心因时应需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群体，创新
开展主题团体辅导活动，使学生感知温暖、感知爱
的同时，
心中郁结能及时排解。
协同联动“护心”。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
员+班主任+学生+家长”全员联动，凝心聚力呵护
学生心理健康。以精神卫生学院为依托，以心理
健康咨询中心专兼职教师为主力，形成一支专业
尽责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以班级为网格，
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主动交朋友，关注、重视学
生思想动态和心理健康；学生开展朋辈互助，各班
选拔心理委员参与心理健康工作；家长校外助力，
辅导员和班主任利用“云”家长会、电话沟通等形

广安第二中学考点外，
志愿者向走出考场的考生送水。
（张国盛 摄）

式和家长多沟通、多交流，
形成家校共育合力。

（上接 1 版）
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坚持把政治建设放
在首位，注重思想引领，把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作
为重点，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等主题党建活动为契机，将思想武装作
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切入点。从严落实好三
会一课、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活动、党组织书记
上党课制度，让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活严起来、活起

内江市第六中学考点外，
老师们为考生加油。
（兰自涛 摄）

来、实起来。扎实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的建

高考结束后，
考生在考点外与父母合影留念。
（王浚录 摄）

设，优化党支部设置，确保党组织全覆盖，持续开
展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切实抓好“双带

成都市锦官新城小学创新教学模式——

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的培育，学校两个党支部入
选四川省高校党组织首批“对标争先”示范创建培

运用
“小先生制”建好
“学习共同体”

育单位，深入开展党建工作品牌创建和优秀“支部
工作法”推荐评选活动，不断深化“一院一品”
“一
支部一工作法”工作，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相互促

■ 实习生 马晓冰 本报特约记者 李益众

进、深度融合，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政治坚定、组织
健全、制度落实、工作有力的战斗堡垒。
以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党建的根本标准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办
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是高校工作必须回

课堂开始，一位扎着高马尾的“小先生”走

“教”
“学”
互补，
“教”
“学”
协同，
“教”
“学”
相长。

相互配合，
轮流担任
“小先生”
，
组织其他同学练

学生、发动学生，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协同学

上讲台，举起课本，组织大家一起温习课堂内

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育思想如同源头

习。
“小先生”
不仅把组织、
引导工作做得井井有

习、深度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增强学

容。老师则站在一旁，默默环视，不时向学生

活水，为锦官新城小学的教学研究注入前行的

条，
还会主动给动作做到位的同学点赞。

生的自我效能感。

们投去赞许的目光。

动力。2021 年，学校确立了新的研究课题——

老师也并非“甩手掌柜”，把课堂还给学生

推动“小先生制”在“学习共同体”中的应

《在小学应用“小先生制”促进“学习共同体”建

的同时，组织者的身份不能丢失，必要时要给

用，学校在三个关键环节着力：预学、互学、共

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牢牢把

日前，成都市锦官新城小学围绕“学共体·

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

小先生”主题举行第十一届“精致的课程与教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不动摇，坚持培养中国特

学”年会。学校老师鼓励学生争当“小先生”，

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办学

即知即传、即学即教，让学生站在“课中央”
“学

能力。”锦官新城小学校长李俊霞表示，学校是

“小先生制”的提出给教师的专业能力带

预学：教师在解读教材、了解学情的基础

目标不动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

中央”
。

学生学习的乐园，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

来了新挑战，要想学生当好“小先生”，需要教

上，精心设计“预学单”；学生根据“预学单”进

务：呵护儿童天性，发展儿童个性；尊重儿童差

师具备更高水准的思维品质、专业技能和综合

行前置独立思考、自主练习，形成对学习内容

异，
落实因材施教。

素养。

的初步感知。

领导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德育工作，把思想政
治教育融入学生学习生活各环节，促进全员全过

建立“学习共同体”

程全方位育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变“讲堂”为“学堂”

设的实践研究》。

予“小先生”帮助。同时，
“ 大先生”也要向“小

“变‘讲堂’为‘学堂’，给予学生带得走的

“人人争当小先生”
“人人会当小先生”
“人

先生”学习，
和“小先生”
平等互助、共同进步。

“最大的难点在于教师教学理念的转变。

学。每一个环节都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以
“学”定教。

互学：运用“小先生制”助力同伴互学，让

力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巩固学校思想文化和

办学 20 年来，该校教学改革经历了三个阶

人能当小先生”……当前，学校正致力于让生

老师观念先转变，课堂学习主体关系、学习的

不同层次的学生获得相应发展。教师围绕学

意识形态阵地；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构建教师思想

段：开展“小班分层、因材施教”的探索，解决学

生之间的差异成为课堂学习的有效资源，为每

形式、氛围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李俊霞说。

习的核心问题设计“导学单”，学生根据“导学

政治建设、师德师风建设、业务能力建设有机统一

生个性发展需求的问题；研究“有效的合作学

一位孩子创造当“小先生”的机会，培养每一位

在四节研讨课中，老师们尽可能多地给学

单”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在组内，每一个学生

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加强思政工作队伍建设，打通

习”
，
将学生差异转化为学习资源；
推动
“学习共

孩子当“小先生”的能力，让自主学习、互助学

生提供当“小先生”的机会，让他们品出学习中

都有适宜的学习任务，
“小先生”担当学习的组

职业发展和专业晋升通道，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

同体”
建设，
追寻理想的课堂形态和师生关系。

习的状态得以更好生成。

不一样的味道。只有将课堂从“讲堂”变成“学

织者，实现组内分享与助学。

工作队伍整体素质;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全面实

在建设“学习共同体”的过程中，学校意识

施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在全省民办高校中率

到，课堂精彩不是教师上课的优劣，而是学生

先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专

是否真正参与课堂。在阅读《陶行知文集》的

业教育、通识教育的有机统一，使各类课程与思政

过程中，学校教师受到启迪：教师与学生一起

在体育课
“篮球多人运、
传”
练习中，
体育老

“学”，学生也可以像老师一样去“教”，实现

师将学生分为多个四人小组，要求小组内成员

课同向而行。

堂”
，学生才能投入地参与、自信地展示。
激发教师
从“学而不厌”走向“教学相长”

共学：在“小先生”互学的基础之上，教师
通过“倾听、串联和反刍”，获取普遍信息，有效

成就学生

生成解决核心问题的关键对话，引导不同层次

促进自主学习、协同学习、深度学习

的学生实现共同学习，形成更加优质的“学习

“小先生制”的核心价值是帮助学生、信任

共同体”
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