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1 月 6 日讯 （记者 胡
志英）“集思广益办大学”大讨论活

动正在进行。为了让更多的临沂市

民了解大学，特举行“开放日”活

动，届时，将举行参观和座谈活动。

“开放日”设在 1 月 9 日，届时

市民和专家可到临沂大学的教室、

讲堂，实验中心和图书馆以及校史

馆、博物馆等进行参观，与老师和

学生一起互动交流。

临沂大学是沂蒙人民的大学，

欢迎市民到大学参观，讲述对临沂

大学发展的建议。报名电话：

8 7 6 6 0 3 6 ，1 5 9 6 3 9 5 5 3 9 7 ，邮箱：

huzh iy ing009@126 . comQQ 群：

129605340（集思广益办大学）。

6 日中午 12 点，记者一行走进锦绣蓝山 8

号楼段女士家。记者将随身携带的一温度计

放在段女士家客厅的桌子上,显示温度为 10

度。

记者和段女士一起观察着温度计，10 分
钟后，温度计温度上升为 16 度；温度计继续

上升，12 点 15 分，温度指针已经指向 19 度；

12 点 18 分，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为 20 度；12

点 20 分，温度计温度达到 21 度。此后的半个

小时内，温度计一直保持在这个温度。

段女士说，为了室内空气流通，现在他们

夜间休息的时候窗户都会留上一条小缝隙，

即便是这样，室内的温度也很高，晚上盖上一

床小薄被就可以了。

6 日下午 16 时 20 分，记者来到

了市人民医院南医疗区，这里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南医疗区采用的

是集中供暖。

在住院部神经外三病区的一间

病房内，记者携带的温度计显示为
20 度。病人家属何俊生告诉记者，

在这里很舒服，比在家里还要好，只

需要穿薄毛衣就可以了。

市人民医院南医疗区负责供暖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院内小
病房的温度都可以保持在 20 度左

右，而大病房的温度也可以保持在

18 度左右。房间内还配有空调，如

果供暖温度达不到，或者暖气临时

停用，医院将打开空调为病人取暖。

6 日下午 15 时 30 分，记者来到了临沂市社

会福利院儿童康复中心的康复大厅，15 分钟后，

记者所携带的温度计，显示温度为 18度。

记者了解到，这里并没有使用集中供暖，

而是使用中央空调。康复中心的杜护士长告诉

记者，这里平常的温度都在 17 度左右，最高的

时候可以达到 20 度。只要气温在 0 度以下，就

保持 24 小时供暖，平时还会根据室外温度，随

时调整供暖的温度。

“我们要让孩子在这里过得比有家的孩

子更温暖。”杜护士长说。据了解，虽然这里

的供暖温度都保持在 17 度左右，但是医生

们还是给孩子们穿上了薄棉衣，防止孩子感

冒。

6 日下午 13 点 10 分，记者来到了位于东苑

小区 15 号楼的刘先生家。记者看到，刘先生家

的墙上有一个温度计，显示温度为 17 度。

刘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汽改水以后，暖气比

去年稳定多了，去年经常有停暖的现象，今年到

目前为止，只遇到了一次，而且就停了两个小

时。

但是，刘先生也提到，今年供暖虽然稳定，

但是温度还是稍微有点低，在家里穿毛衣有点

冷，得穿上外套，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盖两条薄

被。刘先生表示，温度如果能够再高点就好了，

室温在 20 度左右应该比较舒服。

本报 1 月 6 日讯 （记者 胡志英）

“集思广益办大学”大讨论活动，正在如火

如荼进行。在各方面的讨论中，“大师”是

市民和读者更关注的。

近来记者不断接到市民打来的电话

称，希望学校能有好的老师，有好的学术环

境，让学生能够受到熏陶。而临沂大学的学
生们也表示，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美丽的校
园、比较好的硬件配套设施，但是他们更希

望有更多的学识渊博、有建树的老师。

在大学，教师的科研水平对学校的学
术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国内的

名校，他们的科研水平无不在中国乃至世

界具有领先水平。

当然，大学最主要的作用是教学，培

养高水平的综合性人才。那么，在大学课
比较少、学生老师直接接触比较少的环境
下，教师怎样把现有的成果，让学生接受，

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呢？专家们表

示，应该有好的机制，促进科研和教学的

发展，区分科研型和学术型老师，提供平

台让他们成才。同时，由用人单位和学生

对老师的授课水平作出评价，提高老师教

学水平。

蔡强国是临沂大学的外聘教授，

对于临沂大学的发展，他觉得要有自
己的特色，应该多做科研，能够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

对于学生所说的学校缺少学术

氛围的问题，蔡教授说，临沂大学应

该从全国高校引进高端人才，可以引

进退休的教授来讲学，或者引进兼职

教授。

蔡教授也鼓励临沂大学的老师

们，特别是刚刚引进的年轻博士们，

能够到全国乃至世界的高校去学习，

去感受他们的学术氛围，学习他们的

优秀成果。

蔡教授还建议，临沂大学能够根
据老师的特长，分以科研为主的老师

和以教学为主的老师，这样各有侧

重，便于老师发挥特长。在全面的基

础上专业，才能在科研和教学上都取

得好成绩。

锦绣蓝山：室内温度 21 度

东苑小区：室内温度 17 度

临沂市人民医院南医疗区：室内温度 20 度

供暖公司：加足马力确保温度

东南坊社区：室内温度 14 度

记记者者入入户户
供暖质量还不错

个别住户不达标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委员会主任蔡强国:

临沂大学要引进大师

现在的大学，老师上课、学生听

课，然而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能力

是否得到了提高，却很难考量。对

此，临沂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中

国认为应该由用人单位来考核。

对于考核机制，李教授表示，应

该引进用人单位来对老师的教课效
果进行评价。由用人单位和学生给

老师打分，建立用人单位和学生为
主体共同参加的多主体评价机制，

而不是现在的老师自己出题、自己

考试、自己打分的考核方式。只有这

样，才能根据市场需求和学生的爱

好兴趣来培养学生，帮助他们找到

目标，提高能力，从而培养出高质量

的综合性人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乃大师之谓也。”要办好大学，不

仅要有大楼，更要有大师。对此，临

沂大学很多老师感同身受。

拿到国家级科研项目的临沂理

学院年轻教授傅尊伟教授说，从求

大求全到苦练内功，应以教师的发
展为中心。

在全国有面向国内外的“长江

学者”岗位，在北京师范大学有“京
师学者”岗位，在山东省有“泰山学
者”岗位，在临沂大学也应该设“蒙

山学者”岗位或“沂蒙学者”岗位。对

能够短期来临沂大学为青年教师、

研究生或本科生讲学的学术泰斗，

不拘一格，分类中、短期“引进”。

提高师资队伍的学术素质，大

体上有两种途径，即“一进”和“一

出”。“一进”就是请进来，让大师在

临沂讲学，感受他们的思想精髓，

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一出”就是

走出去，拜访学术大师，最好是学
术访问，或者跟随学术大师攻读学
位。

对应于国家、省大学的各种“学
者”制度，临沂大学应针对青年教师

分别推出“青年教师创新计划”、“萌

芽计划”、“青年教师启航计划”等，

为处于学术起步阶段的青年学者提

供帮助。

临沂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中国：

由用人单位考核教学效果

拿到国家级科研项目的临沂大学理学院教授傅尊伟：

应设置“蒙山学者”岗位

王冠卿是临沂大学历史系的退

休老教授。对于学校的“大师”，王冠

卿老教授表示，大学老师，心中要有

爱。

王教授说，老师首先要有师德。

面对一些高校老师做科研作假一

事，他很痛心。他说，老师做学问都

做假，又如何去教学生做人做事？大

学对学生的影响更大，老师们应该

爱岗敬业，做有师德、有威望的老

师。

对于教学，王教授说，老师心中

要有大爱，真正把学生当作自己的

孩子，都应该考虑到学生将来的发

展，帮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

除了讲课外，老师应该多给学
生推荐书籍，与学生开展讨论等多

种形式，多跟学生接触，多给他们一

些人生指导。

本报记者 胡志英

临沂大学退休老教授王冠卿：

老师对学生要充满爱

9 日是“开放日”，临沂大学邀您来坐坐

恒源热力工作人员虞文跃介绍，按照公司规定，工作人员会对

供暖住户进行不定期测温，从而适当调整供暖温度。从目前来

看，今年的供暖质量还不错。

临沂蓝天热力有限公司刘经理介绍，近期持续低温天

气给供暖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确保住户家中的

温度，目前公司的 5 台 140 兆瓦的供热机组全部处于

最大化供热状态。各供热机组抽气量 11000 吨左
右，尽最大可能提供最大热能。除了确保热能，

该公司还把所供片区分为四个运营片区，

160 余名运营人员 24 小时不间断调

整，对居民的反映现场调整，及

时调度维修。 本报记者

吴慧 胡跃东

“集思广益办大学”讨论如火如荼:

有有大大楼楼更更要要有有大大师师

大学怎么办

大家说说看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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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是小寒节气。小寒之后，我

国气候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

室外寒风飕飕，小区住户家里温度如何？

福利院、医院温度是否宜人？供热公司又

如何面对？记者兵分几路进行了实地探

访。

6 日下午 14 时 50 分，记者来到了北城新区东

南坊社区的魏效英家。记者将随身携带的温度计

放到桌上，在 15 分钟后，温度显示为 14 度多一

点。

魏女士告诉记者，今天的温度还算高的，前两天

暖气片一直不热，供暖和去年比起来要差很多，去年

家里能达到 18 度，而今年最高也没有达到 16 度。

魏女士还对记者说，现在在家时只能穿羽绒

服，晚上睡觉需要盖厚被，一点都不暖和，小区里

其他居民家供暖也不好，5 楼、6 楼的住户，平时都

要比她家低 3 度左右。

记者了解到，魏女士家所在社区是还建社区，

前三年供暖都免收暖气费。魏女士说，如果温度能

够达到 18 度就好了。

探探
冷冷
暖暖

临沂市社会福利院儿童康复中心：室内温度 18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