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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师大校车雪天拒载学生”

涉事人员被停职
◇全媒体记者 穆磊

4月 1
4日，内蒙古师范大学针对近日“内蒙古师范
大学校车雪天只载教师，不载学生”视频做出进一步处
理，涉事人员被停职。

学校涉事人员被停职
内蒙古师范大学回应称，经过了解，
4月 4日下午，呼和浩特地区遭遇了入春
以来的一次极端天气，从中午开始，突降
大雪，能见度不足 50米，天气条件导致校
车无法继续行驶，因此，运输服务中心启
动应急预案，于当天 16时 30分开始停发
往返两校区的大巴校车，并由工作人员
告知停运原因。此前，学校已于当天一
早从校外租来七辆大巴车，并在下午停
发前，已经由盛乐校区向市区派发了 47
辆次。
17时 30分左右，降雪稍小，路面结
冰情况有所好转，但校车行驶速度仍非
常缓慢，无法完成大量人员运输。考虑
到教师人数较少、盛乐住宿条件限制等
原因，运输服务中心决定把人员分为教
师和学生两部分，先解决教师回本部的
车辆问题，如果条件允许，再安排学生回
本部的车辆。17时 40分、18时 10分，运
输服务中心共安排两辆校车运送教师，
但出于天气、路况及行驶安全等多方面
原因综合考虑，不适合大量运送学生，所
以决定暂停校车运行，于次日 7时 40分
提前发车运送学生。
当天时值清明节放假前夕，有部分
学生提前购票准备回家，但遇到车辆无
法正常运行，故此有某学院学生通过微

博平台发布了部分不完整信息，此后，不
同媒体平台对该消息进行了转载。学校
相关部门于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4月 4日 17时 30分，内蒙古师范大
学新媒体创新创意中心学生记者反馈了
第一条来自“呼和浩特微校园”的微博内
容。18时 05分，视频发布者、数学科学
学院大二学生张某（女）在自己的微博继
续发布了自己的秒拍视频。
4月 4日晚 19时 08分，校党委委员、
党委宣传部部长责成学校新媒体创新创
意中心和负责舆情信息工作的人员对各
大自媒体发布的信息进行有效跟帖，并
密切监测、跟踪。
4月 5日，刘九万副校长对事件相关
部门、人员进行电话问询，并要求运输服
务中心进行书面汇报。校党委宣传部继
续加大舆情监测，并开展对视频源进行
搜集、取证。经初步确认，与校运输服务
中心争辩的涉事人员非学校教职工。
4月 7日 14时 16分，内蒙古师范大
学微博协会负责人最终通过多方渠道，
确认了视频发布者系学校数学科学学院
一名大二女生。当日下午，刘九万副校
长召集宣传部、后勤集团、数学科学学院
相关负责同志召开紧急会议，并对本校
涉事人员给予停职处理。

争辩女士不是学校教职工
4月 7日 18时 56分，内蒙古师范大
学官方发表对外声明，声明如下：视频中
反映学校校车停发的事情属实，在“安
全”与“回家”的选择中，学校毅然选择
“安全”，将师生安全放在首位；视频中
出现的与当事人进行争辩的女士并非
本 校 教 职 工 ，而 当 事 人 描 述 的“ 不 管
……”也是针对包括这位女士在内的非
本校教职工，并非像一些自媒体经过剪
辑加工后的结果；作为学校窗口服务部
门，针对视频中出现的当事人服务态度

问题，学校已高度重视，并责成相关单
位进行批评教育，对涉事当事人给予行
政处分；视频中涉及“拒载”、
“ 就不管”
等词汇，是被一些自媒体不负责任地进
行了刻意放大、歪曲了事实；学校已经
对视频内容进行了核实，经核查，微博
等平台发布的视频内容是经过人为剪
辑合成的。提供视频的某学院学生已
经对当时行为表示追悔，并诚恳认错，
学 院 负责人也对该学生进行了批评教
育。

进一步规范校车运行制度
据了解，事件发生后，内蒙古师范大
学对事件及其产生的影响高度重视，召
开专题校长办公会及党委会，针对该事
件中暴露出的学校在相关工作中的问
题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提出了相应的解
决方案，并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情况说明
分别向自治区教育厅、党委宣传部、党

委巡视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了汇
报。
此后，内蒙古师范大学将进一步强
化各部门服务意识，责成部门一把手进
行督促检查；规范校车运行制度，并出台
校车应急运行方案；对接政府及社会相
关部门，引进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草原风筝节
4月 1
4日，在位于呼和浩
特的蒙古风情园万亩草原上，
飞翔的软体风筝把天空装点得
色彩缤纷。当日，为期两天的
第五届蒙古风情园草原风筝
节开幕，游客在此次风筝节上
除了可以观赏到造型奇特、婀
娜多姿的各式风筝放飞表演
外 ，还 可 以 体 验 风 筝 制 作 技

艺，欣赏传统皮影戏表演和葫
芦丝专场音乐会，感受传统文
化魅力。活动由呼和浩特市
总 工 会 、团 委 ，呼 和浩特文化
人才百人百组百万人带动工程
组委会办公室等单位联合举
办。
全媒体记者 王正 弓小立
通讯员 王鹏摄影报道

“马云乡村教师奖”
申报截止日期推迟至 5月 20日
◇全媒体记者 李艳红
本报讯 4月 15日，马云公
益基金会发布消息称，
“马云乡
村教师奖”及“马云乡村校长计
划”申报截止日期由之前的 4
月 30日推迟至 5月 20日。
据了解，我区兴安盟阿尔
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
右翼中旗、扎赉特旗、突泉县；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商都县、兴
和 县、卓 资 县、察 哈 尔 右 翼 前
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
翼后旗、四子王旗；呼和浩特市
武川县；赤峰市的阿鲁科尔沁
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
县、翁牛特旗、喀喇沁旗、宁城
县、敖汉旗；通辽市科尔沁左翼
中 旗、科 尔 沁 左 翼 后 旗、库 伦
旗、奈曼旗；呼伦贝尔市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
治旗；锡林郭勒盟的太仆寺旗、
正镶白旗的乡村教育者可申
报。
据该基金会透露，推迟的
原因，一是今年申报面向全国
832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
家级扶贫县及浙江省的一线乡
村教师，这些县域的乡村教师
由于网络等原因，接到申报信
息相对会有延迟；二是为了选
拔出更多优秀的乡村教师和校
长。
3月 20日 起 ，2018届“ 马
云乡村教师奖”和“马云乡村校

长计划”开始接受一线乡村教
师、校长申报，一同接受申报的
还有“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
具体申报须知和条件已在马云
公益基金会官网、APP以及微
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公布，申
报者的申请材料需统一通过官
网 (
www.
mayun.
xi
n)
提交，项
目进展等相关信息也会统一通
过官网发布。
记者了解到，乡村教师计
划和校长计划申报条件不需要
任何证书、盖章证明材料，只需
符合“连续任教或担任正校长
职务三年以上”即可申报。
截至 4月 15日，
“马云乡村
教师奖”已有 430人申报；乡村
校长计划由于采用推荐制，已
有 41名校长的材料被推荐至
基金会；乡村师范生计划目前
也已在四川师范大学和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进行了宣讲，接下
来还会在重庆和吉林两地举行
宣讲会。
此外，马云公益基金会也
提醒申报者，在线申报前必须
先注册，之后一定要牢记注册
的登录账号和密码，成功提交
后再次登录可预览申报的内
容。在申报过程中有任何问
题，均可通过如下方式进行咨
询：
“ 马 云 乡 村 教 师 奖 ”邮 箱 ：
t
eacher
@mayun.
xi
n；
“ 马云乡
村校长计划”邮箱：headmas
t
er
@mayun.
xi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