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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 记者从江西省人社

厅获悉，江西省将实施青年就业启航

计划，将

16

岁

－35

岁有劳动能力、失

业一年以上的青年（以下统一简称失

业青年）纳入计划，建立健全覆盖求

职创业全过程的帮扶机制，对有求职

意愿的失业青年开展职业素质测评，

量身定制“就业启航计划书”，视情组

织家长共同参与，帮助失业青年合理

确定职业定位，积极理性求职。

据介绍，江西省将依托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青年之家、青年活动中心

等平台， 开展青年喜欢的志愿服务、

主题展览等实践活动，为失业青年创

造更多与社会接触的机会。

组织失业青年到人力资源市场、

技工院校和企业园区，开展职业体验

等活动，并邀请职业指导师、人力资

源服务专家等共同参与，现场指导解

答失业青年求职困惑，增强失业青年

职业认知，提高就业主动性。 对有求

职意愿的失业青年开展职业素质测

评，量身定制“就业启航计划书”，帮

助失业青年合理确定职业定位，积极

理性求职。

各地要将有培训意愿的失业青

年组织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中，根据

其能力水平和就业意向，有针对性地

提供培训项目。结合青年特点探索开

展职业训练营、就业训练工场等多种

形式培训，鼓励企业积极招收失业青

年成为新型学徒，符合条件的落实培

训补贴和生活费补贴。

对希望接受技能教育的，推荐就

读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结合实施“江

西省三年青年见习计划”， 对符合条

件的，提供就业见习机会并落实见习

补贴政策，帮助积累实践经验，提升

岗位适应能力。

各地要组织有创业意愿的失业

青年参观创业园区、孵化基地、众创

空间等，观摩创业路演活动，感受创

业氛围，激发创业热情。 开展创业创

新培训，根据其创业意向、创业领域

等，提供创业素质培养、企业经营管

理、创业模拟实践等课程，帮助提升

创业能力。 落实创业扶持政策，为符

合条件的失业青年提供创业担保贷

款、一次性创业补贴、场租补贴等支

持，降低创业成本。

（

据中国江西网消息

）

江西省将实施青年就业启航计划

失业青年创业

可获担保贷款和补贴

两部门向 5省市

下拨 3.78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记者

8

月

13

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

向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

5

省市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

金

3.78

亿元，用于

5

省市近期群

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救灾工作。

据了解， 这笔资金包括江西

2500

万元、湖南

1.15

亿元、重庆

7400

万元、贵州

6200

万元、云南

1.02

亿元， 用于包括灾后人员搜

救等应急处置、 为避免二次人员

伤亡所采取的调查与监测、 周边

隐患排查、人员紧急疏散转移、排

危除险和临时治理措施、 现场交

通后勤通讯保障等。

针对江西、湖南、重庆、贵州、

云南等省市入汛以来地质灾害多

发频发的情况， 应急管理部主要

负责人多次调度指挥抢险救援救

灾工作， 派出多个工作组赶赴地

方， 全力指导和协助当地开展地

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

据新华社电

）

没有一篇“达标”论文却评上了教

授，最近，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教师蒋

华松成为该校凭教学专长晋升教授的

第一人。

类似这样不单纯以论文来评职称

的高校越来越多。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全国至少有百余所高校进行了职称评

审改革，逐步打破长期以来“唯学历、唯

资历、唯论文”的评价导向。

改革进行时

：

有的没有一篇论文评

教授

，

有的入校一年评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教师蒋华松

从教

33

年，公认课讲得好，但因为缺少

论文， 在副教授的岗位上一待就是

12

年。今年

3

月，《南京林业大学教学专长

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试行）》

出台，在对教学专长型老师进行职称评

聘时，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

容。没写一篇“达标”论文的蒋华松终于

评上了教授。

近几年，国家接连出台关于改革高

校教师评价制度的文件，教育部《关于

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中办、国办《关于深化职称制

度改革的意见》，教育部、人社部《高校

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等，均明

确提出，改变“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

的人才评价标准。

各地高校结合实际纷纷进行探索，

调整评价指标，高校长期被诟病的“教

得好不如写得好” 的情况正在发生改

变。 记者梳理发现，高校职称评审改革

主要集中在几方面：

———不唯论文，看教学水平和具体

成果。 江苏不少高校规定：在对教学专

长型教师进行职称评聘时，不再以发表

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容，重点考察其教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北京建立高

校职称评审代表作制度，从“评论文”改

为“评成果”，教师可从论文、论著、精品

课程、教学课例、专利、研究报告等不同

成果中，任选最能体现能力水平的作为

职称评审的主要内容。

———不唯资历，看代表成果和实际

贡献。南通大学

90

后教师葛明政，

2018

年一进校工作就享受校聘教授的待遇，

跨越了任职年限的门槛。葛明政目前已

在多种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多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SCI

论文

8

篇，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就有

3

篇，还

拥有

6

项发明专利。

———不搞“一刀切”，特殊教师岗位

单列单评。南京理工大学设传学院教师

姜斌是学校第一位实验教师型教授。

“这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 实验教师一

般评上副教授就到了头，因此不少教师

都不愿意从事实验教学。 ”姜斌说，现在

学校专门设立实验教师岗，解决了职称

晋升的问题。暨南大学不仅把教学型教

师单独评审，还把思政、实验室教师等

以前难评或没机会评正高的岗位单列

单评，拓展这些教师职业上升通道。

怎样算

“

教得好

”？

由谁来评判

？

“教得好” 也能评教授得到了一

线教师的普遍欢迎。 但怎样算“教得

好”、 由谁来评判成为教师们关注的

主要问题。

记者采访多所高校了解到，参评教

学专长型职称也有门槛。 有的高校规

定，除了有比其他类别老师更加高的教

学学时要求外，参评教授必须获国家级

教学奖项， 副教授须获省级教学奖项。

南通大学规定，一线教师如果开发了国

家级在线开放课程、精品课程等高水平

的教学资源，可以申报高级职称。

具体怎么评？虽然听过蒋华松课的

人都说他讲得好，但如何用客观标准认

定“教得好”？ 南林大人事处会同教务

处、学工处、评估办等多番研讨，设计了

一套考评程序。

首先要“形成有特色、效果好的主

讲课程教学风格”： 由教务处在教师不

知情的前提下，在其前一年授课录像中

随机抓取

3

段

45

分钟的教学视频，组

织校外不少于

3

位国家级或省级教学

名师， 以及校内教学督导等进行评议。

其次要“深受学生欢迎”：由学工处调取

近

5

年的毕业生数据， 发放调查问卷，

了解毕业生对教师教学活动效果的评

价。再结合教学工作量、教改教研成果、

教学奖项等工作实绩进行综合考量。

这套评审方式虽然被一些专家认

为“成本太高”，却代表了当前高校对教

学型教师职称评审标准的三个维度：同

行评议、学生评价和教学奖项。 评审专

家认为，前两项主观性强，是评价的难

点，但通过大数据，可以对主观性进行

一些修正。

不少高校教师提出，对于不同的专

业、不同的岗位，“教得好”应有不同的

标准。 因此，不少学校改革的前提就是

对教师进行分类。

暨南大学今年

6

月出台“

2019

年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把

教师分成了三大类：教学型、教研型和

研究型，各类又有细分。 针对不同的类

型， 对教学和科研都有不同的要求，最

大限度保证评价标准的科学性。

“

教得好

”

需细化标准 建立更加科

学全面的评价体系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推进改革

还面临诸多难题。

有教师认为，教学专长型教师的评

价标准难以量化，存在虚化、放水、看人

情、走关系的风险。 过去对论文的硬性

要求虽有缺陷，但还是客观标准，如果

依赖同行、学生打分，主观性太强。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改革应防止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片面

强调论文到单纯重视教学。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处长王兵说，

在教师评价体系中，教学应该是约束

性指标，而不该是激励性指标。 教学

是教师的义务，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

成的，在教学中深化科研，在科研中

促进教学。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

贵等专家表示，职称评审改革是大势

所趋，教学数量与质量的考评应该受

到重视， 但亟待建立更加细化的标

准，构建更加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

体系和方法。

（

据新华社电

）

教得好没论文也能评教授了！

多地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在改革

对有求职意愿的失业青年

开展职业素质测评

为有意愿青年

提供培训项目

7

月

30

日， 重庆一名开保时

捷的女司机李某与一名男司机因

行车发生冲突的视频引发关注。

8

月

12

日， 重庆警方发布关于对渝

北保时捷女车主李月及其丈夫童

小华调查处理有关情况的通报。

通报称，在渝北保时捷女车主

交通违法纠纷一事中，网友质疑女

车主李月家庭背景、 收入来源、交

通违法处理等背后有“猫腻”。重庆

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网传李月住

800

万别墅、开

2

辆套牌保时捷豪

车等情况，经查，位于渝北区高岩

路山语间小区的花园洋房总价为

50

万，首付

15

万，按揭

20

年；李

月、童小华家庭名下无企业注册登

记，无理财产品、基金、股票。 对于

视频中李月曾自称“红灯从来都是

闯、打个电话全部改”，李月在被询

问中表示“就是虚荣心， 信口开

河”。 李月参与的工程项目合伙人

程某某等无犯罪前科、无涉黑涉恶

情况。网传与李月发生冲突的男司

机杨某遭人半夜敲门、受到对方威

胁，经查不存在。调查发现，李月丈

夫童小华在担任渝北区公安分局

石船派出所所长期间涉嫌其他违

纪问题，免去其所长职务，对其立

案调查。

12

日， 重庆市公安局发布渝

北保时捷女车主的致歉书，女车主

表示， 她以前也因为狂妄自大、性

格火爆、虚荣心强，为了面子胡乱

说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 给丈夫、

女儿及家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负

担和伤害，给渝北、重庆人民抹了

黑， 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

此，我郑重说一声对不起，向大家

致以深深的歉意。 今后，我将在生

活中改正自身的缺点，好好做个遵

纪守法的公民。希望大家给我改过

的机会， 请广大市民监督。 对不

起！ ”

（

据

《

北京晚报

》）

重庆警方通报调查结果

保时捷女车主丈夫

涉违纪被免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