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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网上“求职”有帮手
10月20日， 大学生志愿者为农民工录入求职信息。 当日， 山东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8

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当地劳务用工市场， 开展“网络新媒找工作， 志愿服务我先行” 帮农民工
网上“求职” 活动， 并帮他们建立手机微博， 以便获得更多就业机会。 张振祥 摄

� 基层 蹲点日记

■聚焦村小发展②

新疆拨6.5亿
促毕业生就业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记
者日前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获悉， 自治区财政已拨付6.5
亿元促进毕业生就业专项补助资
金。

新疆规定， 对各县市组织开
展的毕业生就业观念和就业政策
培训， 按照每人50元标准给予
一次性培训补贴。 培训机构组织
毕业生开展3至6个月技能培训，
毕业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 给
予培训鉴定补贴。 在南疆三地州
和阿克苏地区所属县市、 乡镇进
行异地技能培训， 毕业生取得
职业资格证书并与企业签订1年
以上劳动合同的， 除按现行规
定给予培训鉴定补贴外， 再给
予师资和设备等损耗特别补贴，
每人300元。 高校创业指导中心
组织毕业生开展创业培训， 取得
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后， 按照自治
区现行创业培训补贴标准的20%
给予补贴。 毕业生参加的大棚种
植、 林果种植、 畜禽养殖等农业
实用技术培训， 享受创业培训补
贴政策。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典型报道

视线

历史上的今天

筲1945年10月25日， 台湾地区日军
投降仪式举行， 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回
归祖国， 结束了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
统治。

筲1971年10月25日， 联合国第二十
六届大会表决并压倒性通过决议， 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
合法权利。

□改革者说

重庆某初中家长愿自掏40万为全校学生换非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中学生该不该放下？
■本报记者 胡航宇

实习生 彭琦君

近日， 重庆铁路中学一名学
生家长愿花40万元把全校学生
的智能手机免费换为非智能机一
事， 被媒体网络吵得沸沸扬扬，
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原因？ 如
今， 该校初二 （6） 班42名学生
已有37名换上非智能手机， 此
举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

全班近九成学生自
愿换取非智能手机

事情缘于10月4日， 校长黄
兴力收到一则学生家长发来的短

信， 说智能手机成瘾和网瘾是一
样的， 伤害眼睛、 颈椎， 严重降
低记忆力， 令孩子面对面沟通能
力缺失，造成攀比心滋生，占用大
量学习时间，“我们的教育竟然让
一个小小的智能手机牵着鼻子
走，我要向智能手机宣战！ ”他表
示愿意花40万元将全校学生的
智能手机全都换成非智能手机。

“我并没有完全同意他一次
性花40万元换手机的做法。” 黄
兴力说， 4个校领导有两个赞成
“一刀切”， 即把全校学生的手机
全都换成非智能手机， “也有反
对意见， 认为智能手机是社会生
产力进步的标志， 宜疏不宜堵。”

经过慎重考虑， 学校最终决
定选择初二（6）班进行小范围试
点。“高中学生的习惯已经固定，
初一学生刚入校又过于懵懂，初

三学生面临着中考， 而初二学生
正处于习惯养成的关键时刻。”黄
兴力解释说，选择（6）班完全是
随机决定的，并无特殊考虑。

10月8日， 这名学生家长把
40多部非智能手机送到了学校，
每部手机价值100多元， 只能打
电话和发信息， 不能上网。 据教
务处主任刘刚介绍， 是否选择换
上非智能手机， 完全遵循学生和
家长双方自愿原则。

“学生并不需要签订什么协
议， 只需向学校承诺： 无论在家
还是在校都只使用学校发放的非
智能手机即可。” 刘刚说， 学校
的初衷并不是要让学生永远抛弃
智能手机， 而是倡议在学习阶段
暂时淡化。

从10月15日起， 初二 （6）
班42名学生近九成已经主动领

取了非智能手机， 只有5名学生由
于无法达到使用非智能机的要求约
束， 或者认为自己使用智能手机能
自控等原因没有领取。

“换手机行动” 能否
改变行为

10月22日， 记者来到铁路中
学， 此时初二 （6） 班学生换上非
智能手机已近一周时间， 实施效果
到底如何呢？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目前并没
有学生反映换上非智能手机后出现
不习惯的情况。 ” 该班班主任杨春
说， 以往学校已严禁学生上课时使
用手机，并建议不带手机进校，所以
课堂上的效果并不十分突出，“使用
手机更多的时间段是在家里， 现在
我也加强了对家长的回访。 ”

（下转第二版）

历史地理学泰斗、中国“申遗第一人”

侯仁之院士逝世
本报北京10月24日讯 （记者 赵秀红） 北京大学今

天发布讣告，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
先生因病医治无效， 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102岁。

侯仁之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为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率先在理论上
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 指出传统
沿革地理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区别， 为中国历史地理
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侯仁之在城市历史地理
研究中独树一帜， 对北京、 承德、 淄博、 邯郸、 芜湖等城
市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 特别是在北京城
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 他将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首都
规划建设结合起来， 为北京旧城改造、 城市总体规划及建
设做出重要贡献。 上世纪80年代， 他积极推动我国加入
世界遗产公约， 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一个国贫县的教育不等式
———江西省莲花县办人民满意教育纪实

■贺林香 廖肇银 雷杰能
刘伟林 本报记者 徐光明

巍巍罗霄山脉， 茫茫绿海一
碧万顷， 地处赣西一隅的莲花县
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烁其中。
这里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进军
井冈山的决策地， 曾为中国革命
奉献了3400多名烈士。

莲花县又是山区小县， 属国
家级贫困县。 但多年来， 莲花县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蕴藏着的支持

教育发展的积极性， 不断刷新教
育发展新纪录， 小县办出大教
育， 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教育不等
式。

党政重教，一届接着一
届抓，一级干给一级看，兴
学重教的传统薪火相传，
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明显

莲花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
植物名为县名的山区县， 让人
容易记住； 莲花县薪火相传的

重教兴学之风， 同样给人以深
刻印象。

日前， 记者来到位于县政
府办公楼二楼的政府会议室采
访， 看见县委、 县政府两栋简
易的旧办公楼很是简陋。 两栋
办公楼同时建于上世纪50年代，
只有三四层高， 楼的外墙已被
岁月的风雨侵蚀得“伤痕累
累”， 县领导在10平方米的办公
室内办公。 政府会议室内的设
施也非常简陋， 记者感叹： 这
是目前全省办公条件最差的

“政府楼” 之一， 但县政协副主席、
县教体局局长甘海却说， 其实莲花
县并不是全省最穷的县， 不盖政
府办公大楼是因为要挤出钱来办
教育。 革命老区发扬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 在这里得到了形象的
诠释。

莲花县委书记夏兴告诉记者：
“抓教育就是抓基础、 抓后劲、 抓
发展， 就是抓未来的经济， 就是在
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决策者高
瞻远瞩， 把履行教育工作职责情况
列为乡镇和部门年度工作考核的重
要内容， 考核的权重高达9%。 全
县36名县级干部， 经常深入学校
解决实际问题。

莲花县严格要求乡镇政府充分
履行教育职责， 落实教育优先发展
的战略决策， 对本辖区的学校用地
无偿划拨， 出资筹物为学校解决建
设、 添置设施等困难。 每年教师
节、 春节， 乡镇主要负责人都会走

访慰问学校并发放慰问金。
莲花县委、 县政府尊师重教

的表率行为， 带动和影响了乡镇、
村两级组织， 支持教育发展的氛
围在全县蔚然成风。 位于两省三
县交界处的三板桥乡， 去年在全
县的教育评估中位列第三名。 一
次， 乡中心小学校长找到乡党委书
记朱敏美求援， 学校需要5000元
钱急用， 请乡政府支持。 朱敏美了
解到是办学的急需， 便肯定地对校
长说： “我给你1万元！” 校长听
后还以为是朱书记生气了， 一时不
知如何是好。 朱敏美笑着说： “怎
么啦？ 不相信天上有掉馅饼的好事
情？ 这次真的是天上掉馅饼了。 我
马上安排1万块钱给你， 你去把事
情办好。” 当这位校长拿到了1万
元钱时， 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为办教育的事， 这样大方的领导
我是第一次遇到！”

（下转第二版）

坚持教育先行 抢占发展先机
莲花县委书记 夏兴

莲花县作为革命老区县、 山
区农业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 坚持“教育先行”， 抢占发
展先机， 以“打造全市领先、 全
省一流、 赣湘边界教育名县” 为
目标， 加大教育投入， 加快资源
整合， 推进教育改革， 全县教育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为保障教育投入，“挤” 出更
多的钱办教育， 我县不断完善教
育经费投入和增长的长效机制，
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2010年
到2012年， 全县用于教育发展的
资金达6.39亿元，2012年教育投
入资金占GDP的6.5%。 全县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明显改善。

对一个国贫县来说， 发展教
育确实存在资金不足、 支撑不强
等困难， 但只要坚持去做， 就一
定会有成效。 对于教育发展各项
工作， 我们一律从严要求， 持续
跟进， 狠抓落实， 尤其是对影响
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落实
责任， 合力攻坚， 重点突破。

“村小需要
更专业的力量”
———一位大学生眼中的村小教育
■本报记者 阳锡叶 10月24日发自湖南永顺毛坝乡

这是彭若煜与湖南永顺毛坝乡太车小学教师向启福的第
二次见面， 却是第一次到向启福的家里。

他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今年8月18日晚上， 湘西籍返乡
大学生联合会在吉首举行的“青春正能量 爱心助梦想” 大
型公益晚会舞台的后场。

那时， 身为湘西籍返乡大学生联合会会长的彭若煜就想
到向启福家里， 看看他是怎样在堂屋里教学的。

彭若煜是湖南工业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学生， 自上
大学开始， 他便组织部分返乡大学生， 利用寒暑假， 自己掏
钱开展“返乡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4年之后， “返乡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已经覆盖到了湘西自
治州8个县、 市。 他组织的返乡大学生联合会成员也已经达
到2000多名。

这次记者蹲点， 彭若煜也跟着一起来了。 这一趟， 在彭
若煜看来是一次深入农村的“再教育”， 也让他深刻地感受
到了村小发展需要更专业的力量。

一走进向启福家， 他就被震住了： 陈旧的木房， 有神龛
的课堂， 独臂的老师，天真活泼的孩子……“这种场景，尽管
早知道了，但我还是很震撼，这些年我跑过不少地方，见过条
件很差的学校，但从没有看到过这样令人震撼的课堂。”

尽管向老师的坚守令人由衷地起敬， 但彭若煜却总感觉
少了些什么： 孩子们课间只会抱着两个破球， 大家争抢疯
跑， 也从来没有听到他们的歌声。 于是， 他提出给孩子们教
几首儿歌， 向启福爽快地答应了： “这个最好不过， 我也教
不来他们。”

“当我告诉孩子们，我要教大家唱儿歌时，孩子们异常高
兴。可当我先让孩子们唱几首歌后，又感到非常难过。”彭若煜
说，当他点名让一个一年级女孩子唱时，她的小脸憋得通红，
小声地唱了起来，“她唱的儿歌，始终只是‘啦啦啦啦啦啦’，不
成曲调。 旁边的同学都捂起了耳朵， 嘲笑她。”

很快， 彭若煜发现， 这些孩子其实都不会唱儿歌， 唯一
会唱的就是 《两只老虎》。 他非常感慨： “到了今天， 竟然
还有这么多孩子不会唱儿歌。” （下转第二版）

四部门发布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意见

从严惩处特殊职责人员
性侵未成年人行为

本报北京10月24日讯 （记者 俞水） 对幼女负有监护、
教育、 训练、 救助、 看护、 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幼女发
生性关系的， 将以强奸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今天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的意见》， 做出以上规定。

该意见共34条，以“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为
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依法及时发现和制止性侵害罪行、严厉惩
处性侵害幼女行为、严惩“校园性侵”等犯罪行为、加重处罚在
教室等场所当众猥亵等行为等十一个方面的内容。

意见规定， 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与未成年
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冒充国家
工作人员， 实施强奸、 猥亵犯罪的， 要依法从严惩处。 最高
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周峰表示， 这些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对
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 严重挑战了社会的道德伦理底线， 同
时这类犯罪相对比较隐蔽， 往往性侵次数多、 时间长。 不
过， 周峰表示， 在搜集的320多个案例中， 监护人、 教师实
施此类犯罪的占6%， 数字并不突出， 但是考虑到社会危害
大， 社会影响恶劣， 我们要持零容忍的态度， 以实现对幼女
特殊保护、 优先保护的职责。 （下转第四版）

相关报道见四版

@远溪：智能手机功能强大，但
其浪费时间也在指缝间， 而且对视
力有严重影响， 所以当孩子离开家
在校住宿， 我会选择一款功能简单
的手机，支持电话和短信就可以了。

@Apple： 学生该不该使用智
能手机主要看教师如何引导。 我在
课堂上就试过要求学生把手机拿出
来查资料， 效果挺好！

@雪芳： 我觉得很多东西不可
以“一刀切”。 毕竟孩子们之间存在
很大差异， 我建议家长根据孩子的
特性，引导孩子正确使用这些产品。

@秋风秋雨秋叶： 我是一名小
学教师， 了解身边孩子的手机使用
情况。 除打电话外，更多是玩游戏、
聊天。 所以我让孩子用一款普通的
手机，能打电话发短信即可。

■网友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