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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莉先进事迹展
走进北师大

本报北京10月14日讯 （记
者 杨咏梅） 今天上午， “最
美女教师———张丽莉先进事迹
展” 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动。 展
览从立志从教、 放飞师爱、 爱
岗敬业、 壮丽瞬间、 崇高荣誉
五个角度介绍了张丽莉的感人
事迹， 并展出了她工作、 生活
的相关照片百余幅。 近百名师
生参观了今天的展览。

开展仪式上， 同时举行了
拟由北师大拍摄的 《最美女教
师———张丽莉》 纪录片开机仪
式， 中科聚能科技有限公司为
北师大发起并设立的“最美教
师奖励基金” 捐赠了30万元启
动基金。

作为全国巡展的一部分，
展览将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一
周。 10月15日， 展览将走进北
京大学。

江苏省镇江市教育局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镇江崇实女子中学校长启事

镇江崇实女子中
学始建于1884年， 学
校培养了以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为
代 表 的 杰 出 女 性 。
2013年 9月恢复崇实
女子中学， 著名教育
家朱小蔓教授， 美国
赛珍珠国际组织总裁
珍妮特·明泽女士 ，
出任名誉校长。 因学
校发展需要， 现面向
全国公开招聘镇江崇
实女子中学校长1名，
具体如下：

一、 应聘条件：
为国家事业单位在职在编工作人员或

公务员；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学
高级教师职称;现任普通中学正、 副校长，
或教科研部门领导， 或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者， 有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与良好的工作
业绩； 年龄在50周岁以下;现任国内女中
正、 副校长或省级特级教师、 博士学位等
特别优秀者， 以上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 公开报名：
从公告之日起至 2013年 11月 10日

止， 符合任职条件和资格的人员均可自
愿书面报名， 应聘者须邮寄或上门递交
报名材料。

三、 福利待遇：
任职期间年薪为人民币20万元， 一次性提

供安家费100万元。 根据个人意愿， 在户口迁
入、 配偶工作调动、 子女入学等方面结合本地、
本人实际情况帮助安置。

四、 其他：
1. 报名方式请登录镇江教育信息网（http:

//www.zje.net.cn）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相关
公告。

2.垂询电话：0511-88916339� 15805298511
� � � � ���联 系 人：赵老师

传 真：0511-88916340
3.邮寄地址：江苏省镇江市健康路15号

镇江市教育局508室（212001）

我校将于2013年10月29日举行建校30周年庆祝活动。 请各位校友不吝赐稿， 将
自己的发展业绩告知母校， 并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注母校的发展。

学校网址： http://www.sdsyzx.cn
电子邮箱： sxsfdxsyzx@163.com
垂询电话： 0357-2512597 0357-3365887
传 真： 0357-2515810

全国养成教育重点实验学校
省示范高中 省素质教育示范校

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三十年校庆
公 告

环球教育时讯

感谢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栏目主持 王强 滕珺

澳大利亚选择学习理科
专业的学生持续减少

据澳大利亚SMH新闻网站近日报道， 近年来， 越来
越多的学生选择法律研究和建筑科目这样的学科， 在他们
的眼里， 这些学科与未来的工作直接相关， 而选择语言学
以及复杂的理科专业的学生持续减少。

新南威尔士地区主席汤姆说， 这一现象增加了澳大利
亚政府的担忧， 因为该国正面临着科学、 技术、 工程和高
等数学等关键技能缺乏的问题。 汤姆说， 学习高等数学人
数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学校缺少对该学科充满自信的教
师， 英语和历史这两个学科却恰恰相反， 它们正变得越来
越流行。 新南威尔士二级校长委员会主席莱拉说， 她注意
到更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学科， 学习舞
蹈的学生数量已经在过去十年翻了一番， 但地理学科的受
欢迎度则持续下降， 同十年前学习该学科的学生数相比减
少了26%。 （吕云震 编译）

德国1/6的成年人
学习能力与10岁儿童相当

据德国明镜周刊10月8日报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调查研究显示， 德国1/6的成年人学习能力与
10岁儿童相当。

德国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中的不利表
现让德国感到羞耻， 而日前公布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德国成年人的教育水平也相当一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首次对24个工业国家的16到65周岁的人群展开了阅读、
计算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调查， 其中部分结果让人十分意
外。

调查的题目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比如给出一张温度计的图， 图上显示了摄氏温度和华氏
温度， 问温度计上的华氏温度是多少度。 人们可能会想，
这些都是再容易不过的题目。 但是， 参加调查的许多德
国成年人回答不上来这些问题。 这次调查共有来自24个
国家和地区16到65岁的16.6万名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参
加。 德国此次接受调查的人数为5465人。

（杨柳 编译）

美国大学委员会称
读大学有较好回报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10月7日报道， 美国大学委员会
最新发布的报告———《教育回报》 解释了其对高等教育回
报的分析。

报告发现学士学位持有者在40年的全职工作生涯中
要比高中毕业生薪酬高65%。 报告发现全职本科毕业生在
2011年的平均薪酬比高中毕业生的平均薪资高2.1万美元，
那些大学肄业生的平均薪酬比高中毕业生高5000美元。
大学学位在2008至2011年间稍有贬值。 18岁入学并正常
毕业的四年制大学毕业生， 平均在36岁之前就可以挣得
足够的钱来抵消学费和大学四年应该会获得的薪酬。 但是
大学毕业生的金钱回报需要时间， 尤其是在毕业生面临经
济低迷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除了金钱回报之外， 大学委员会还指出了读大学的其
他收益。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获得健康保险和退休
金， 并且会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大学生更有可能会参与
选举、 做志愿， 而吸烟或者是肥胖的可能性会更低。 此
外， 大学毕业生还会为联邦政府、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创造
更多的税收。 （胡苗苗 编译）

不考虑接受者的实际需求，甚至别有用心利用弱势群体作为“道具”———

变味的志愿服务让人别扭
■本报记者 施剑松

重阳节到了， 敬老院里志愿
者人满为患； 儿童节到了， 特教
学校里志愿者人满为患。 近年
来， 这种过节时献爱心给受助者
造成负担的报道屡见不鲜， 近来
还出现了一些缺乏爱心甚至别有
用心的“志愿服务”， 让受助者
不胜其扰。

国庆前几天， 北京晨光脑瘫
儿童康复中心院长张涣霞接到一
个单位的电话， 对方要求康复中
心选派一些孩子在国庆期间参加
一项活动的演出。 张涣霞断然拒
绝了。 她说： “孩子们好不容易
有一个假期可以跟家人团聚， 临
放假前突然要他们放弃假期去演
出， 我不知道设计这个活动的人
有没有想过孩子也有尊严。 虽然
对方承诺孩子参加演出就给我们
一笔小额的捐赠， 康复中心也确
实急需资金， 但我告诉他们不
行。”

张涣霞不是第一次拒绝这样
的活动了。 她说： “来与康复中
心联系活动的单位大多数是想举
办正常的志愿服务活动， 但也有
名不副实的公益活动， 甚至是打
着公益旗号的商业活动。 一些人
希望利用人们对弱势群体的爱

心， 把孩子们当道具。”
北京星河双语学校是朝阳区

规模较大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今年已经迎来了25批志愿者。
其中有10批志愿者与学校的合
作超过1年， 并且有稳定的服务
项目， 其余15批志愿者都是临
时联系的一次性志愿服务活动。
校长李守义说： “与公办学校相
比， 打工子弟学校在物资、 资金
和人力方面都十分匮乏， 基本上
对志愿服务活动都采取接纳的态
度， 但有些志愿服务确实让人感
觉不舒服。”

作为北京市办学时间较长的
打工子弟学校， 星河双语学校在
北京有较高的知名度， 一些明星
也愿意选择来这里献爱心。 曾经
有一位明星来学校做了半天志愿
服务， 但大多数时候是跟媒体在
一起， 跟孩子们的交流也只在镜
头前。 这件事让李守义至今耿耿
于怀。

缺乏爱心甚至别有用心的志
愿服务让人感到别扭， 而不考虑
接受者需求的志愿服务同样不受
欢迎。

有些单位到星河双语学校开
展活动， 把一些旧书或者即将淘
汰的电脑捐给学校。 这些物资无
法服务学生， 怎么处理反而成了
让学校为难的问题。 李守义说：
“我们建议他们能提供学校需要
的服务， 但得到的反馈往往是活
动内容和捐献物资来之前就已经

确定了。”
还有一些志愿者经常到特教

学校举行慰问演出， 但很少考虑
到特殊孩子的实际情况。 张涣霞
说： “来中心演出的节目大多成
人化， 孩子们根本看不懂， 加上
身体残疾不能久坐， 所以每隔几
分钟就有孩子要求上厕所， 效果
可想而知。” 但就在几天前， 张
涣霞被一次演出感动得竟然哭
了。 那是北京联合大学表演学院
的14名学生特意为孩子们排练
的儿童剧 《彩虹猪》。 接待过无
数次志愿服务的张涣霞， 终于看

到孩子们被剧情吸引， 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 她说， 弱势群体需要
社会的关爱， 但志愿者很少意识
到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也需要专
业素养， 不同情况的弱势群体需
要的服务是不一样的。

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目前
拥有一支较稳定的陪护志愿者队
伍， 但是很缺艺术专业的师资给
孩子们稳定地开课， 一些单位在
星河双语学校持续开展数年的帮
助学校建立乐团等专项志愿服务
受到了师生的欢迎。

为了准备一次演出， 北京联

合大学的14名学生志愿者在专
业教师的指导下排练了将近一个
月， 所有服装道具都是特别为脑
瘫孩子们专门准备的。 志愿者张
硕晨深有感触地说：“穿着厚厚的
道具服， 一场表演下来每个人全
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但是看到孩
子们的表情随着剧情而变化，最
终乐得哈哈大笑的时候， 我感觉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如果要
我总结志愿服务的收获，我想说，
从对方的角度设想， 带着爱心去
服务， 这个过程让我领悟到了很
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观察

有媒体报道江苏拟取消“小高考”加分政策，英语不再计入总分，省教育厅回应———

江苏新高考方案未定 勿听信不实传闻

本报讯 （记者 缪志聪） 日
前， 记者从江苏省教育厅获悉，
目前江苏正在组织专门力量， 着
手开展新高考方案的调研工作，
一旦方案形成， 将及时通过新闻
发布会等形式向社会公布。 省教
育厅希望广大学生和家长不要听
信当前关于高考方案的不实传
闻， 以免被误导。

据介绍， 经教育部和省政府
批准， 从2008年开始， 江苏实
行“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
评价” 的高考方案。 从方案实施

的情况来看， 经过这几年的微调
完善， 对于高校的人才选拔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适应全省教育事业
改革发展要求， 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 根据国家和江苏省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 结合人
民群众的建议和意见， 从今年3
月份以来， 江苏省教育厅组织专

门力量， 着手开展新高考方案的
调研工作， 先后召开多个座谈
会， 采取多种形式， 通过多种途
径， 听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招
考部门、 中学和高等学校， 以及
社会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江苏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制新一轮
高考改革指导意见， 江苏新的高
考方案也必须符合国家高考制度

改革的总体思路， 必须从社会发展
的客观实际出发， 符合教育的发展
规律， 并且要与中学课改、 高校人
才选拔要求等相结合。 为此， 在高
考方案制定的过程中， 江苏省教育
厅还将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
各界的意见， 以便制定出更加有利
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有利于科学
选拔人才、 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
更符合江苏实际的高考方案。

热点追踪‘‘ ‘‘据南京某媒体报道， 江苏省新一轮高考方案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 其重要的组成
部分———“学业水平测试” 必修科目考试(俗称“小高考” )的调整方案已初步成形， 江苏
“小高考” 加分政策拟取消， 考试时间也计划有所调整， 此政策预计从本届高一开始实
施。 报道还提到， 江苏新的高考方案拟将英语实行一年两考， 不再计入总分， 而是以等
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

#志愿服务你怎么看#
@amyshidd： 每个假期孩

子都有一项作业———参加志愿服
务或社会爱心公益活动， 开学要
上交一份感想和一张照片。 我曾
带孩子捡过垃圾、 去邮局寄过爱
心包裹、 上网汇过爱心款……现
在越来越感觉这种爱心变了味
儿， 每次就为了交这么一张照
片， 绞尽脑汁， 无奈地举起相机
秀一秀……

@城院志愿者： 志愿者们把
爱心送到了社区老人的手中。 老
年人是弱势群体， 更需要关爱。
虽然只是捐赠些日常用品， 但也
是我们的心意。

@雨是雨静的静： 第一次做志
愿者活动， 看望失明的刘奶奶和她
的智障儿子， 难过得流泪了。 尽管
一点半才吃东西， 尽管很累， 但很
值得。 确实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艰
辛以及爱心的力量。 大家忙着陪他
们聊天、 做饭、 打扫、 缝衣服……
这才是我觉得应该有的大学生活，
做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及的事， 去
温暖弱势群体。

@左为梅zoe： 其实， 志
愿服务应该是带给人快乐的
事， 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求职经
历就变了味儿了。 体会到这点
就觉得其实真没什么。 只要心
怀善意， 帮助别人有很多途
径。 保持初心吧， 不要丢掉最
初的愿望。

@SYSU-俊 宇 _ 小 Mic：
提倡社会活动、 志愿服务是必

须的， 但推广方式更多的应该是着
重培养“人性、 人心、 人文”， 而
不是利用这种利益作为诱饵， 去让
功利心在大众中膨胀扩散。

@青骢北上客： 志愿服务应当
合理有度， 不要一阵风、 一时热，
使志愿服务成为形式主义。

@栗-酱： 其实不管怎样的志
愿服务都是一件好事， 能去帮助他
人， 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现在志

愿服务不够专业， 往往没有达
到应有的效果， 反而带来了一
些困扰。

■微广场

栏目主持： 余闯
更多教育咨讯、 热点新

闻， 请关注中国教育报新浪、
腾讯官方微博及微信公共平台
（号码： Zhongguojiaoyubao）
或微信二维码

全球性教师资源短缺
有可能持续到2030年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近日报道， 数据显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阿拉伯国家受到了教师资源短缺的
严重打击。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 在小学教育和中
等教育的全球性教师资源短缺现象将持续到2030年以后。
由美国失业保险局在世界第一次教师节发布的预期指出，
到2015年需要创造160万个新的教学岗位来普及小学教
育， 这个数字到2030年将达到330万。

在前期中等教育水平， 很多国家都是义务性教育， 到
2015年需要350万个教学岗位， 到2030年则需要510万
个。 尽管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小学教师资源短缺令人关
注， 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尤为严重， 这个地区
1/3的国家正在遭遇教师资源短缺的问题。

（王晓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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