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 1月 8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花落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

程大学钱七虎院士固然是最大的看

点， 而各大高校在三大奖榜单上的排

名也颇值得关注。

根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统计

数据，全国共有 76 所高校作为第一完

成单位， 获得了 147 个国家科学技术

奖通用项目， 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的

65.6%。 从奖项总数上看，清华大学以

15 项遥遥领先，其中包括 1 个自然科

学一等奖和 3 个科技进步一等奖。 上

海交通大学以 10 项排名第二，均为二

等奖。 奖项总数在 5 项及以上的高校

还有：中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

从奖项等级上看， 共有 11 所高校

获得了一等奖，分别为清华大学、中南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

医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

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和

南京大学。

在这次的评奖中，哈工大、东南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浙江大

学、 四川大学等高校的表现成绩超越

北京大学。有网友调侃说，清华还是熟

悉的味道，北大却有点掉档，落后得让

人有点不敢相信。 宗和

1 月 6 日，一个寒冷的周末，贵阳

市部分骨干教师和贵阳北大培文学校

的老师纷纷在朋友圈感慨：“今天早上

挣扎着起床值了” 。原来是全国最美教

师、模范教师叶德元老师来贵阳了，并

且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接地气、 能实操

的讲座。

叶德元，人称“叶老” ，其实只有

36 岁，2015 年央视 “寻找最美教师”

活动中被评为十大全国“最美教师” ，

此次来贵阳，叶老师主要讲的是“如何

做一名有温度的教育者” 。

“人生就是装扮、 演好每一个角

色。” 在讲座中，叶老师主要从角色、关

系、活动、真实、陪伴这几个关键词展

开分享， 讲述一个又一个他与孩子们

的故事，叶老话语的幽默感，故事的真

实性令众多老师掌声与笑声不断。

“关系是通过活动拉近的，以真实

获取孩子真心” ， 面对初中叛逆的学

生，叶老师说，给他话语权，喜欢他喜

欢的东西，和他们一起“玩” ，孩子便

没那么叛逆。 实习记者 雷琴

日前，记者从云岩区教育局获

悉，截至目前，贵阳市云岩区“乐童

计划” 托管工作已实现全区义教阶

段公办学校及普惠性民办学校全

覆盖，7 万多名中小学生参加 “乐

童计划” 。

据介绍，从 2018 年 5 月“乐童

计划” 开展以来，云岩区涌现出了

贵阳市环西小学、贵阳市第十三中

学等“乐童计划”特色学校。

贵阳市环西小学在落实学校

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兴趣课程的开

设方面，尝试引入有资质的第三方

校外培训机构和外聘有资格的专

业教师，有侧重地围绕科技、思维、

艺术、表演等素质兴趣项目开设托

管课程， 丰富托管内容的同时，为

孩子们提供充分的选择，尽最大力

量为家长服务，解决后顾之忧。

据统计，目前云岩区公民办小

学中午托管人数为 55797人， 占全

区公民办小学学生总人数 87.04%；

下午托管人数为 56191人， 占全区

公民办小学学生总人数 87.66%；公

民办初中中午托管人数为 19218

人，占全区公民办初中学生总人数

89.75%；下午托管人数为 18806 人，

占全区公民办初中学生总人数

87.82%。 本报记者 谢孟航

云岩“乐童计划”

进展良好

全国最美教师

贵阳举办讲座

★微课堂

孩子准备高考 家长当好“发动机”

在“艺术升” 的报名系统中，

考生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购买价值

500 多元的“艺考指南卡” ，其中包

含“加快报名审核时间” 的服务。

也就是成为 VIP� ，在报名中就占有

优势。 就这一事件，教育学者熊丙

奇认为， 在一个统一的网站 （或

APP） 上报名参加艺术专业校考，

这是便民之举，也有利于各高校共

享信息， 我国 90 所大学的自主招

生就是在阳光高考网上统一报名。

鉴于这类服务属于公共服务，提供

报名服务的网站（或 APP）除了要

保障渠道通畅、 考生信息安全之

外，还必须坚持公益属性。

熊丙奇认为， 在这次事件中，

假如提供报名服务的网站 （或

APP）经营方属于营利性质，就可

能出现侵犯公共利益的问题。

“‘艺术升’ 为用户提供限量

VIP通道服务，单价 598 元，提供加

急审核、高考预算、报考指南等一

系列服务；此外，APP 内还提供‘加

速包’ 服务，50 元一个。 这是需要

有关部门和高校调查的，如果存在

这一行为，表明网站是通过收取加

急、加速费牟利，这就背离了公益

原则。 ” 熊丙奇称。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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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周开始，一些艺术类院校

陆续开启报名，但出乎意料的是，报

名网站“艺术升” 却瘫痪了，全国很

多考生受影响。 连续多日，记者采

访发现，贵州考生也受此影响，等系

统升级可以报名了，却发现心仪的

学校，要么学校名额报完，要么是考

点名额报完，反正都是无法报考，只

能与心仪的学校擦肩而过。

1 月 8 日， 来自毕节一中学的

小徐在贵州师范大学参加美术院校

的校考。“我很想全力以赴，但考试

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心不在焉” ，小

徐说，她心仪的学校是鲁迅美术学

院，在考试前两天一直没状态训练，

都把时间和心思花在报名上。 从 5

号开始报名，但发现系统有问题，一

直都没有报上， 从 5号就开始蹲守

在家刷手机，刷电脑，期待奇迹，但

奇迹一直都没有发生。

小徐告诉记者，鲁迅美术学院

就“艺术升” 这一个报名平台，自己

填报的是“鲁美”在成都的考点，一

直都没能报上。

“我是复读生，我不想再错过

进‘鲁院’的机会。 但是无法报名，

只能认命。 ”小徐说，她开始看其他

的美院，但是艺术升网站不是登不

上去，就是登进去了显示乱码，她登

了电脑，用了手机，在无线网络和数

据流量之间一直切换，但还是无济

于事，着急的她询问了身边同学，大

多的情况和她是一样的。

“7 号‘艺术升’ 升级了，终于

登上了‘艺术升’ ，却发现报考鲁迅

美术学院的成都考点已经报满了，

还没犹豫多久，发现该校所有的考

点都报满了。 ” ，小徐说，到了 7 号

晚上，她一直刷手机，能填报报名信

息的时候，发现想报的学校已经报

满了，意向不强的学校，考点也不适

合，所以只能静下心来参加贵州这

边的校考，不想再读第三个“高三”

了。

1 月 8 日上午， 小徐的美术集

训老师带着学生们在贵师大的门口

躲雨，对于这次很多学生卡在网络

报名这一关，他觉得很心酸，多年的

美术学习与训练，别说参与竞争，拿

下名额，现在连“入场券” 都拿不

到，“联考的雪，校考的雨，不容易

的孩子们，愿你们不负青春年华” ，

小徐的老师希望学生们好好把握现

场报名的校考。

贵阳光明画室的雷老师说，在

他们学校参加集训的学生有数百

名，这次“艺术升” 事件，导致画室

里 80%的学生没能报上心仪的学

校。 如果考生家长文化程度高，可

以帮孩子刷手机报名，但有些家长

是门外汉，很难帮上忙。 而且，报名

那几天，学生们都在参加集训和校

考，没有太多时间报名，导致很多一

心想进专业美院的学生错过机会。

据悉，“艺术升” 是国内艺术考

试报名网站，民间的“中国八大美

院” 以及一些专业美院都是通过这

个平台报名的，对于网站瘫痪，“艺

术升” 平台也在官微上解释了原

因，称其没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的报

名考生，也随即采取了紧急措施。

1 月 7 日，教育部发布通知，要

求各高校采取增加报名渠道、延长

报考时间、增加考点等措施，确保有

意愿参加校考的考生都能

报名并参加考试。 教育部

提醒有关考生， 及时关注招生院

校发布的公告。

但雷老师说， 他们之前一直

在刷报名的 APP“艺术升” ，系统升

级成功后，他们发现很多学生想报

的学校，要么学校已经满员，要么是

考点报满，报名已经结束，直到现

在， 画室还有一大半的学生没报上

心仪的学校，机会是一晃而过的，等

能报名了，却发现想去的学校名额

报满了，能报名的却不是心仪的学

校，希望有关高校落实教育部的要

求，增加名额，增加考点，让所有的

考生都有展示成绩的平台。

实习记者 雷琴

艺考报名网站瘫痪 考生很受伤

教育部督促艺术类高校增加报名渠道，提醒考生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相关阅读

“艺术升”收“加急审核费” 背离公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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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黔学堂

近日，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二级

教师、思南县民族中学教师发展中

心主任毛志邦做客微课堂（由贵阳

市袁章奎心理健康教育名教师工

作室主持），以《家长是孩子高考

的发动机》为主题，与贵阳家长分

享经验。

作为发动机，父母最重要的是

不能“失位” ，比如父亲长期不回

家，就“失位” 了，母亲的感情需要

都在孩子身上，就可能牵引孩子顶

替父亲的感情功能， 长期下去，孩

子享受不到该有的关爱，反而当起

了爹，也就跟着“失位”了。 这种情

况下， 孩子身心健康发展都做不

到，更何谈高考成功？ 所以家长和

孩子在家庭关系中“守位” 是非常

重要的， 就是要首先各司其职，然

后再谈互相促进。

在守好自己角色的前提下，家

长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帮助孩子

发展成长：

1、常和孩子交流沟通，保持良

好亲子关系。 交流要真诚，不真诚

不如不交流， 别让孩子恨家长；交

流要点是信任和亲密，可以用肢体

语言乃至于第三方工具如小纸条；

家庭角色不失位、越位，不让孩子

分心思考家庭琐事； 不玩弄权力，

比如争夺“家长决定权” 。 总体来

说就是“油门” 很顺，司机的想法

能够很好传达到发动机，发动机也

根据需要配合，使司机轻松做出超

车、飘移、转弯、直线加速等动作，

更好地驾驭高考之车。

2、发扬自身优点，不断努力让

自己进步，自身有丰富内涵，良好

形象。 家长的一个优点，就是孩子

的榜样和骄傲。 而切忌过分要求孩

子在某方面完成家长的私心。 这就

像发动机自身综合品质的提高，好

的发动机操控起来必然有其独到

之处。

3、稳定。 稳定主要指两方面意

思：情绪稳定和环境稳定。 情绪不

稳定的家长， 反而需要孩子来安

慰，会消耗孩子过多精力，造成精

神耗竭。 环境稳定，能够营造一个

有规律的生活、学习环境，每年高

考，许多黑马奔腾而出，也有很多

高手跌落神坛，大多由于学习和生

活环境的稳定或不稳导致的，因为

老师提供的 “油”（知识基础）已

定型。

4、有意识地尊重孩子，照顾孩

子的独立性。 孩子高考前后就是成

年，心理“断奶” 即将完成，需要足

够的独立，家长要特别谨慎，要在

关爱之中尊重其独立的需要，并为

之提供机会。 发动机既要通过油门

保持跟司机的联系，也要注意自己

的分内之事是做好发动机，提供动

力。 本报记者 孙维娜

今年寒假，武汉小学低年级将

不布置书面寒假作业。 记者 8日从

武汉市教育局获悉，武汉市中小学、

幼儿园将于 1月 25日放寒假，这个

假期，教育部门将对全市中小学书

面作业实行总量控制，为学生减负。

据武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个寒假，小学低年级不布置书

面寒假作业，小学中高年级、初中布

置的寒假作业各科总量不得高于平

时每天的要求。

“严禁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

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 这位负

责人说，教育部门将严格落实补课、

竞赛等相关规定，严禁中小学校与

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

持续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排查整治，

聚焦安全隐患、无证无照、证照不

全、超纲教学、强化应试、考试成绩

与中小学招生挂钩、非零起点教学

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 据新华社

武汉出台规定：小学低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寒假作业

★他山之石

国家科技奖背后的高校科研

实力盘点

清华是熟悉的味道

北大令人有些失望

是的，你没看错，北京大学排名 14

共 7 万多名中小学生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