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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声音 

 

袁贵仁：高校是传承文明建设先进文化重要基地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 20 周年纪念会暨《中华文明史》英译本国内首发式近日在京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等出席

并致词。 

袁贵仁在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化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

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更加广泛而深刻。党和国家做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决策部署，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全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学校是传承人类文明、建设先进文

化的重要基地，应当为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做出积极贡献。 

袁贵仁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继承

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使它在人们的心灵中生根开花、在人们的行为中发扬光大。我们

要从当今时代的角度，反思中国文化精神，解决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的现代化、大众化。我们要研究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解决好民族精神和人

类文明的关系，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合作，

努力推出一批像《中华文明史》这样的学术精品。既对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演进规律以及

未来走向，做出具有前瞻性的总结与展望，也向世界充分表明，古老而博大的中华文明，对

于当今时代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冲突和挑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的史鉴价值和启示意

义。                                                                 （中国教育报） 

 

李卫红：抓住机遇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新跨越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赴长沙、湘潭等地调研湖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情况，

出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 2 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并讲话。 

李卫红强调，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面临十分有利的机遇。今年是高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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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战线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两办转发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及系列配套文件精神的关键之年。各地各高校相继

召开会议、出台文件，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

发展的热潮。她要求，高校必须站在新起点，谋划新思路，采取新举措，实现新突破。坚持

统筹发展、综合创新，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催生新的学科生长点，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体系；统筹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综合改革，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营造良好

的学术氛围，努力造就一批名师大家和学科领军人才；发挥学科特色和地缘优势，围绕“两型

社会”建设问题、资源环境发展战略问题等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努力建设高水准的政策智库，

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立足国情、加强本土理论创新，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

的战略设计，形成有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             （中国教育报） 

 

杜占元：充分认识研究生教育机制改革的紧迫性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工作座谈会近日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

话。杜占元指出，要充分认识研究生教育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结合深入调研，进一步加强战略性思考、系统性部署和创造性推动，

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机制改革。他要求，各省级学位主管部门和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把握科学

规律，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坚持改革创新，狠抓改革任务的落实。 

（中国教育报） 

 

王立英：加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须提高管理水平 

 

近日，教育部召开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近年来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工

作，巩固和拓展阳光治校工作成果，推进全国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健全高校廉政风险防范

机制”深入实施，进一步推动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教育部党

组成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立英指出，要把加强廉政风险防控作为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的重大举措和现代管理的重要手段，落实到高校就是要加强科学管理、规范权力运行。当前，

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对高校

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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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迫切需要，是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迫切需要，是规范高校办学行为的

迫切需要，是推进高校科学管理的迫切需要。 

王立英强调，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本质要求，就是要把规范领导干部权力运行作为重点，

使高校各项权力在科学合理的框架内和健康有序的轨道上行使、在阳光下运行，使领导干部

用权安全、廉洁从政、清正廉洁；要把规范学术资源配置的权力作为突破的难点，使学术资

源真正用在推动学术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上，使专家学者自觉严守学术规范、潜心钻研学

术；要把保障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为落脚点，使高校的创新要素得到充分调动，创新活力和

发展动力得到充分激发。 

王立英强调，加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必须不断提高高校管理科学化水平，为提高教育 

质量和推动科学发展保驾护航。要深入推进阳光治校，加强党务公开、校务公开，强化实质

性公开，提高公开的公信度和实效性；要不断优化权力结构，科学分解和配置权力，完善权

力制约措施，加强权力行使的全程监控；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大学章程建设，完善校

内管理制度，建立预警处置、动态管理和检查评估等机制，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通过法律

规章规范办学行为；要大力推进管理创新，注重研究并运用新的管理理论、知识、方法和机

制，自觉把科技手段融入高校制度设计和管理流程，不断适应新变化、探索新途径、把握新

规律，在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中国教育报） 

 

杜占元：高校要大力推进协同创新提升教育质量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福建调研高校开展协同创新，推进产学研用工作。杜占元

强调，要切实把提高质量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系统

谋划，持续推进，尽快把工作重心和布局力量集中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上来，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和科学

发展。他指出，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抓住机遇，改革创新，全面

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工作，让全社会共享改革成果。  

杜占元要求，要把大力推进协同创新作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重大举措，凝练科研方向，

不等不靠，先小后大，花大气力培养培育，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建立校校协同、校所协

同、校企协同、校地协同、国际合作协同等开放、集成、高效的新模式，推动高校与企业行

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办学，多形式推进产学研合作，拓展质量提升的深度和广度，为内涵

发展打开更大空间。                                                   （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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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聚焦 

 

《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教育部近日公布《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自 6 月 25

日至 7 月 10 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依法治校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在学校树立法律至上、尊重章程、依法依章办事的理念与要求，“实现管理活动、办学

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将“减少对学校具体办学与管理活动的干扰”。 

征求意见稿从章程制定、民主决策、信息公开、尊重师生等方面对学校依法办学提出明

确要求。为了保障学术自由，征求意见稿指出，学校要在机构设置和职能上，实现行政权力

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保障学术权力按照学术规则相对独立行使。要完善学术评价制度，

对涉及学术自由、学术道德的行为，建立科学的认定程序和办法。 

为了保障师生基本权益，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学校的学术组织中要保证普通教师代表的

比例不低于 50%”；“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收入分配方案等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制度、

事务，要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征求意见稿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把依法治校情况与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对学校进行综合评

估的两个方面，平衡加以考核。以依法治校的综合性考核，代替相关的专项考评，减少对学

校具体办学与管理活动的干扰。                                         （中国教育报） 

 

德国科研机构发起成立国际再生医学联盟 

 

再生医学的核心是研究开发新的细胞层面的治疗技术，为以往无法医治的疾病或创伤提

供新的治疗手段，是德国政府在医学领域支持的重点。自 2006 年以来，在德国联邦教研部支

持下，在柏林、莱比锡、罗斯托克分别建立了三个世界水平的再生医学中心，进行再生医学

基础研究、疗效试验研究以及安全性研究。 

近日，来自德国、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和荷兰的 6 所再生医学领域世界著名综合性再

生医学科研机构签约成立“再生医学联盟”（Regenerative Medicine Coalition,RMC），共同推进

细胞层面再生医学治疗手段的研发创新。联盟的发起和牵头机构是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再生医

学中心（Berlin-Brandenburg Centrum für Regenerative Therapien，BCRT），联盟的办公室设在

http://www.the-rm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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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发起成立联盟的 6 个再生医学中心是联盟的核心成员，但联盟是一个开放的网络，

欢迎各国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参与合作。 

此项合作得到德国联邦教研部的支持，德国联邦教研部国务秘书出席联盟签字仪式，并

高度评价这一代表再生医学领域国际最高水平的国际合作网络，认为将有力促进这一领域的

研究与创新并加速科研成果的医学领域的实际应用，对科研后备人才的培养也将起到重要推

动作用，联盟的成立也说明德国在再生医学领域具有国际公认的领先地位，同时在该领域开

展国际顶尖水平的合作与交流也是不可缺少的。 

发起成立再生医学联盟（RMC）的 6 个再生医学研究机构为：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再生医

学中心（BCRT）；加拿大多伦多再生医学中心；荷兰 MIRA 生物技术与技术医学研究所；西

班牙安塔露西亚分子生物学与再生医学中心；美国匹茨堡 McGowan 再生医学研究所；美国

Wake Forrest 大学医学院再生医学研究所。                                    （科技部） 

 

中国首批八年一贯制医学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中国首批八年一贯制医学博士近期毕业并陆续走上工作岗位。业界希望这批经过严格选

拔和训练后产生的医学博士，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未来的医学栋梁型和领导型人才。 

浙江大学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为数不多的具有八年制医学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之一。从

2004 年起，中国开始模仿欧美，在部分高校试办八年制医学教育。作为代表目前中国医学在

校教育最高层次的学制，加上浙江大学，目前中国只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华西临床医学院等在内的 10 余所高校具有招生资格，且每所大学的年招生规

模不得超过 100 人。 

与传统的医学博士不同，八年一贯制医学博士不仅可以直接跨越本科和硕士，比一般的

医学博士少花 3 年时间读完博士课程，而且学科基础和知识结构也更为宽泛全面。在浙江大

学，这些攻读医学博士的学生们前 4 年可以选择学校除医学之外的任何专业攻读本科学位，

后 4 年才进入医学院进行医学专业训练。在作为清华大学医学部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旦大

学等高校，最终有资格攻读八年制医学博士的学生也来自学校的不同学科、不同专业。 

医学是针对人的生命科学，不允许出错，这就对医生的职业素养、知识结构、综合素质 

和人文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被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录取的学

生最终都能获得博士学位。成绩一般的学生经过中间几轮筛选后，只能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

只有部分优秀的学生最终才能摘取“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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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长学制的医学教育来培养高端人才是国际通行的方式。浙江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沈华

浩表示，“伴随着医疗需求的持续释放和公众对医学技术进步的迫切要求，中国需要越来越多

的大师级人物，而非普通的医匠”，沈华浩希望，这样的精英教育“能够为中国医学的未来培

养更多引领医学的大师级人物”。                                            （新华网） 

 

首届“高校领导干部学校国防教育研修班”开班 

 

近日，首届“高校领导干部学校国防教育暨学生军事训练工作专题研修班”在国防大学开

班，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高等学校分管学生军训工作的校长、党委书记

参加为期一周的专题研修。 

此次研修班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为指

导，通过集中学习、研讨和交流，了解国际战略形势、我国安全环境及有关热点问题，加深

对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工作的认识；进一步研究探讨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学校国防教育

和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方法措施，增强履行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工作领导职

责的能力，推动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工作的创新发展。                   （光明日报） 

 

※高教动态 

 

上海交通大学：集聚优质教学资源， 

接轨国际教学模式，全面推行夏季小学期 

 

上海交大今年全面推行夏季小学期，着力推动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新探索。 

践行三位一体育人理念，探索人才培养新思路 

上海交大秉承“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打造卓越人才成

长体系，有步骤地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从“三位一体”的基础出发，对教学大纲、

课程体系、教学和实践活动开展系统化改革，并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结合”的做法，即：

以学生为中心，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素养与人文情怀相结合。 

2012 年学校全面推行夏季小学期，接轨世界一流大学教学模式，集聚海内外优质教学资 

源，发挥“教与学”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倡导实践育人，丰富第二课堂内涵，创新人才培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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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接轨海外教学模式，提升国际办学水平 

学校主动接轨世界一流大学教学模式，通过制度设计和结构性调整，将原来两学期制改

为“两长一短”制，从“20周+20 周”改变为“18周+18 周+4 周”，全年学时总数不变，而在校历

和学制安排上，实现了国际接轨，为师生提供更多参加海外交流的机会，也为海外名校师生

来交大访学、科研创造条件，使夏季小学期成为学生个性化选修课程、拓展实践的黄金时间。 

学校充分利用夏季小学期，安排一系列的国际交流，如农学院和康奈尔大学联合举办暑

期夏令营，航空航天学院和多伦多大学联合举办的研究生学术论坛，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和瑞

典皇家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工作坊，法学院与威斯康星大学合办的中国法暑期班，数学系和堪

萨斯州立大学、挪威皇家科学院联合举办的数论特别年暑期课程等。 

集聚优质教学资源，全面提高培养质量 

在夏季小学期里，学校整合、集聚优质教学资源，共开设了选修课程、实习、实践、海

外游学、学术讲座、科技节、科研见习岗、校级公共课、一级学科公共课、交叉学科课程、

高端暑期讲座、研究生创新论坛、卓越工程师实训、国际交流活动等 14 大类教学及实践活动。 

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体现“三个结合、三个特性”：基础知识与前沿性、探究性知识相结

合，校内资源与校外优质资源相结合，知识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的

新颖性，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以及培养计划的补缺性。全校学生共有超过 17000 人次选修各

类课程，门类超过 300 种；近 80 位来自海外名校的教授开课。一些平时选修学生较多的热门

课程将在小学期内重新开设，为学生提供更多课程选修的机会。 

激发“教与学”主观能动，丰富实践育人内涵 

学校通过夏季小学期的制度设计，进一步发挥“教与学”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为师生提供

更为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一是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科研选择机会。教师们既可以安排课程

教学，也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出国访学或开展科学研究，拓展视野、接触科学最前沿。二是

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

自主选择、自主设计、自主规划。 

学校利用小学期深入开展实践育人，推出小学期第二课堂菜单，包括“社会实践、挂职锻

炼、科技创新问题互动、创业训练、就业实践、讲座论坛、勤工助学、兴趣体验”等八大系列

的课程、活动及项目。学校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学生在小学期中立项开展实践活动，帮助学生

挖掘兴趣专长，实践梦想追求。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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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医大学：成功实施影像导航颅内异物探取手术 

 

近日，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神经外科通过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神经导航技术，对

一位癫痫患者实施了颅内异物探取手术，对癫痫病灶的定位准确度达到了毫米级，对异物实

施“精确打击”，解决了致痫灶的解剖学定位难题，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手术中的损伤和术后并

发症，这类手术在国内尚属首例。 

患者张某 21 年前因猎枪走火，导致 3 颗弹珠进入脑部，去年开始出现癫痫。此次手术使

用目前最先进的神经导航技术，根据患者面部特征进行扫描并生成相应的坐标，对异物实施

“精确打击”，这也是国内首例该导航系统精确制导下颅内异物探取手术。 

手术中，医生在导航系统引导下，清晰掌握弹珠入颅弹道后，再由术中脑电图精准定位

癫痫病灶。在明确病根后，医生顺利为张某取出了骨片，并精准切除了癫痫病灶，为不损伤

患者正常的大脑功能，决定不再探取潜藏在大脑深部的三颗弹珠。患者手术后生命体征平稳，

正在接受术后康复治疗。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复旦大学：钦伦秀教授课题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再获新进展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钦伦秀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在肝癌转移复发

研究中再获新进展。课题组任宁副主任医师在钦伦秀教授、叶青海教授的指导下，在前期研

究发现染色体 8p缺失是肝癌转移最重要的遗传学改变，并成功鉴定新的转移抑制基因HTPAP

基础上，通过对大样本的肝细胞肝癌病人肿瘤组织 DNA 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检测、

单体型构建，筛选出 HTPAP 基因的 TagSNP＋357G/C， 并进一步研究证实 TagSNP＋

357GG+GC 基因型可作为肝癌侵袭转移的预测指标。此研究近期发表在国际著名肿瘤学杂志

Cancer Research。 

癌转移是肿瘤病人复发、死亡的主要原因，钦伦秀教授和叶青海教授领衔的课题组一直

致力于研究肝癌转移复发的转移机制和预测指标，取得了多项重要发现。相关研究结果在 Nat 

Med、Cancer Cell、Hepatology、Cancer Res、Clin Cancer Res、 Oncogene、Gut 等国际权威

杂志上发表，并曾获 2010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此次获得的研究进展正是前期相关基础

研究的深入和临床转化，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申请专利，并已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近期有

望获批。                                                     （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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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阐明 PTEN 信号通路分子机制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美国桑福德-伯纳姆医学研究所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

究人员在新研究中首次证实重要肿瘤抑制蛋白 PTEN 通过 SUMO1 修饰介导其膜结合调控了

肿瘤的形成，并据此阐明了经典 PTEN-PI3K-AKT 信号通路的最新分子机制。相关论文发布

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该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和上海市科委经费支持。 

PTEN 基因（磷酸酶基因）是继 p53 基因后另一个较为广泛地与肿瘤发生关系密切的抑

癌基因。PTEN 在细胞周期调控及细胞快速生长抑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量的研究发现在

多种类型的癌症中存在 PTEN 基因突变或缺失。PTEN 蛋白的异常表达与癌细胞的生长、凋

亡、粘附、迁移、浸润等过程密切相关。 

过去的研究证实 PTEN 是拮抗 PI3K-AKT 信号的必要条件，PTEN 通过将细胞膜上的 PIP3

去磷酸化生成 PIP2，进而拮抗 PI3K 介导的细胞生长、代谢、增殖和存活信号。由于生理状

况下，PTEN 主要分布在细胞浆和细胞核内，只有某些细胞系在特定条件下可观察到 PTEN

蛋白能转运至细胞膜上。目前科学家们对于细胞溶质中 PTEN 如何与定位于质膜内侧的主要

底物 PIP3 互作的机制仍不是很清楚。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证实 PETN 在 C2 结构域的 K266 和 K254 两个位点上受到了共

价修饰。在 K266 位点的 SUMO1 修饰定位于 CBR3 环，其在 PTEN 膜结合过程中起至关重要

的作用，主要通过静电相互作用推动了 PTEN 协同结合（cooperative binding）到质膜上。从

而导致了 PI3K-AKT 信号的下调，由此抑制了非贴壁依赖性细胞增殖和体内的肿瘤生长。 

新研究数据表明了 SUMO1 修饰的分子机制调控了 PTEN 膜结合和 PI3K-AKT 信号，是

PTEN 发挥肿瘤抑制功能的必要条件。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