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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世界的兄弟，打造蓝黑生活

光大银行携手蓝黑军团推出光大国米主题信用卡
近日，光大银行与国际米兰合作，联

合推出了国内首张国际米兰球迷专属信
用卡——光大国米主题信用卡。光大国
米主题信用卡以“联结世界的兄弟，打造
蓝黑生活”为核心主题，增进国际米兰球
迷与俱乐部的情感联系，同时结合光大银
行的特色金融服务与国际米兰的俱乐部
球迷服务，为持卡人和球迷群体提供不一
样的“蓝黑”生活方式。

为满足国米广大球迷的不同偏好，本
次面世的“光大银行国米主题信用卡”系
列三款卡面设计均出自国际米兰俱乐
部。“黑色经典”具有金属质感，高端厚重，
正如国米一百多年的深厚历史；“女性专
属”专门服务女性球迷，以国米 2019-2020
赛季客场球衣颜色为设计原型，体现女性

时尚感和幸福感；“重见星河”以国米著名
视觉画面“重见星河”为原型，采用原画的
星空设计，结合国际米兰经典 logo，与球
迷一同探索国米的无限未来。“黑色经典”
和“女性专属”版面为金卡，“重见星河”版
面为白金卡。

本次发行的光大国米主题信用卡为
银联+VISA 套卡，除了光大银行标准卡的
所有基本功能和服务外，国米主题信用卡
还为客户提供了多种蓝黑生活权益。“蓝
黑特权”——持卡客户可享有国米梅阿查
球场零售店持卡享 8 折权益 ；“蓝黑专
享”——持卡客户可享有不定期的国米双
品牌的苏宁易购优惠折扣权益；“蓝黑出
行”——白金卡持卡客户还享有机场、高
铁龙腾贵宾厅每年 3 次，往返机场单程接

送服务每年 2 次等蓝黑出行体验；“蓝黑
战友”——持卡客户可在 8到 10月推荐自
己的“战友”办理光大国米主题信用卡，获
赠国米意甲联赛主场球票、梅阿查球场及
国米训练基地参观门票、国米全队签名队
旗及国米队员签名球衣。与此同时，光大国
米主题信用卡持卡客户还可享受VISA卡境
外消费返现活动、10元惠生活系列活动。

光大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国际米兰
足球俱乐部作为世界顶级的豪门足球俱
乐部，在中国拥有着庞大的球迷群体。我
们希望这张国米主题信用卡能够成为球
迷与国际米兰之间的身份象征与情感寄
托，拉近中国球迷与最喜爱球队之间的距
离，为蓝黑军团更好地助力助威。此外，
国米主题信用卡也是光大集团“大健康”

战略的一环布局，以此助力足球发展，倡
导运动健康，促进全民健身。

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中国区董事总
经理张小安表示，中国是国际米兰最为重
要的市场之一。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
的球队之一，如何更好地深入球迷群体并
与之沟通互动，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关心所
在。此次与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联合发
布国米主题信用卡，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
合作。以光大国米主题信用卡作为桥梁，
联结我们的球迷，给我们的球迷更多深入
了解和接触球队、支持球队的方式，这也
是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不断探索的创新
尝试。我们希望通过与更多合作伙伴的
深入合作，为中国球迷带去更多尊崇荣耀
的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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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至成，1903 年生，贵州三穗人，侗族。
1923 年在重庆加入川滇黔联军，任营军需
官。1926 年春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 5 期，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春在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转入中国共产党。
曾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后被派
到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任连政
治指导员，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 年 1 月参
加湘南起义，在作战中右腿受伤。同年 4 月
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后称
工农红军）第 4 军 28 团连长，在反“进剿”作
战中腹部受伤。后兼任留守主任，在反“会
剿”的困难条件下，负责伤病员管理工作，解
决给养和医药供应。

1929年 3月，杨至成任红 4军副官长、红 12
军副官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兼红军总兵站主
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组织兵工、军
需、医药生产和物资供给，并创办后勤学校，培
养后勤干部。

1934 年 10 月，杨至成参加长征。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后，任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
任。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
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
部部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杨至成任中央军委总
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司
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1938 年冬
因病到苏联就医，后进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
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 1月回国后，任东
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先后在佳木
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组
织领导军工生产。

1948 年，杨至成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
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
库，为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强有力
的物资保障。1949 年起任华中军区、中南军
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
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人
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
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
长等职，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
要贡献。 1955 年杨至成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7年 2月 3日在北京病逝。

杨至成是贵州省唯一的新中国开国上
将，他的家乡人民以他为豪。家乡人民缅怀
他 、纪 念 他 ，在 杨 至 成 将 军 诞 辰 100 周 年 、
110 周年，贵州省、黔东南州、三穗县都举行
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根
据他的事迹拍摄了“共和国名将系列”电视
片《杨至成火线供给》，反映了他领导后勤
工作，为革命战争胜利作出的突出贡献。

据新华社电

多地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在改革

教得好没论文也能评教授了
杨至成：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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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