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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谈教育》
主要篇目介绍
《温家宝谈教育》 最近由人民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

社出版发行。 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人民出版社、 人民
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专家学者、 编辑们组成的编辑组， 在选
稿、 编辑、 注释、 校对、 审核等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 该
书收入了温家宝同志1995年9月至2013年3月间关于教育工
作的讲话、 演讲、 通信、 谈话等80多篇。 全书主要分三个
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教育工作的讲话； 第二部分是关于
教育工作的通信； 第三部分是与大学师生的座谈。 内容涉
及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 师范教育、 职业教育等各个方
面， 集中反映了温家宝同志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深入
实践， 体现了他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思考， 记录了他
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所做的积极努力和探索。

温家宝同志重视教育， 心系师生。 每到外地考察， 他
都尽可能地到学校看一看， 与师生们座谈， 讲国内外形
势， 谈教育改革发展。 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十年间， 每年
五四青年节和教师节， 他都在学校度过。 该书附录部分是
温家宝同志考察教育工作纪事， 主要是温家宝同志在我国
一些中小学、 职业院校、 大学调研和在出访期间在外国一
些学校与师生们交流时的媒体报道集纳。 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温家宝同志关心、 爱护青年学生， 致力于教育事业发
展的言与行。

（全文详见二版）

敲诈学校
之风当刹
■阿强

据报道，山西忻州3名假
记者以曝光学校收取赞助费
为由向校长索要7万元，被当
地公安局批捕。 联想到近年
来媒体相关的报道， 一个突
出的印象是， 越来越多的学
校成为某些假记者甚至不良
记者进行新闻敲诈的对象。

笔者认为， 这种敲诈学
校之风应当刹住。 首先是各
地的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大对
假记者的治理力度； 其次是
各新闻单位要加强管理，提
高记者素质， 严禁以采访名
义搞创收， 杜绝以批评报道
要挟学校，索要钱物、搞新闻
敲诈。

学校更要提高警惕，一
方面对前来敲诈的记者验证
查明身份， 掌握证据后及时
向记者所在新闻媒体和上级
主管部门举报。同时，学校也
要反思自身在管理上和落实
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不要
让假记者有空子可钻。

天价童书：乱了市场 害了孩子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玮娜 马超

日前，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对部分豪华包装、 价格虚高的
少儿图书进行通报， 再一次将
公众焦点指向少儿图书。 记者
近日在国内一些城市调查发
现， 儿童图书市场除了价格虚
高，还同时存在猛刮成人风、大
打色情暴力擦边球、 扎堆再版
“经典名著”等乱象。

童书出版“三重罪”：
定价高、版本多、内容杂

“定价高、版本多、内容杂，
家长不知道该选哪些书给孩

子。 ”海口家长黄衍雄说，目前儿
童图书主要存在这三方面的问
题。 他三岁的女儿对阅读的兴趣
日增，但作为家长，面对书店中品
种繁杂的童书， 他与身边的很多
家长都感到“难以选择”。

近期，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
报批评的儿童图书， 就存在内容
或拼凑而成、 或缺少原创， 定价
大幅高于市场上同类图书合理定
价范围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 一些家长对童
书难以选择的原因首先是定价。

“动辄数十元一本， 孩子阅读周
期短， 童书更新频率快， 家长经
济负担重。” 北京家长王晓燕说，
孩子对一本书很难长时间感兴
趣， 频繁更换读物是儿童阅读常
态， 但高昂的童书定价让家长高
呼“伤不起”。

记者在海口、北京、广州等地

的书店看到， 高价儿童图书往往
摆在书店显眼位置。《爱心小熊·
幸运日》售价90元，三卷本《365
夜公主故事》售价高达298元。 记
者发现， 高价儿童图书往往包装
精美，礼盒、套装和配送玩具的童
书比比皆是， 一些套装儿童图书
并不单卖，往往是十几本“捆绑销
售”，定价也较高。

今年8月，号称“21位中国科
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等顶级科
学家担任分册主编， 110余位两
院院士组成阵容强大的编委会；
全书共600万字、 7000余幅彩色
图片， 收入4500个代表科技发
展前沿和青少年关心的热点问
题” 的第六版 《十万个为什么》
高调上市。 这套定价980元的
“天价儿童图书” 一问世， 就引
来多方关注， 很多孩子家长高呼
“伤不起”， 一些家长甚至认为，

购买“天价儿童图书” 已成为一
种新的“拼爹” 方式。

“一些儿童图书薄薄几页纸，
定价数十元， 内容却大段大段留
白， 以图画填充， 感觉很不值。”
一些家长表示， 高昂的童书定价
和孩子对阅读的需求， 让他们感
到两难。

同时，儿童图书版本过多，也
让家长在选择时无所适从。 记者
在海口创新书店看到，仅新《十万
个为什么》 就有10余家出版社版
本在出售。 而在某电商网站上检
索该书名，结果同样高达1859条。
“四大名著也有很多版本，我们也
说不出哪个版本好。 ”海口新华书
店童书部一售货员告诉记者，各
出版社的儿童图书种类重复率很
高， 售货员也不清楚应该向家长
推荐什么样的版本， 只能建议顾
客自己决定。 （下转第三版）

玉树重建竣工 各族学生开心
11月3日， 玉树第二完全小学三年级学生才仁永藏 （中） 在玉树

各族群众庆祝灾后重建竣工大会上挥舞哈达。 当日， 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举行玉树各族群众庆祝灾后重建竣工大会， 欢庆玉树地震灾后
重建全面完成。 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摄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专项督导北方地区
中小学校冬季取暖

本报讯（记者 焦新） 日前，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印发通知， 将于11月初开始对北方地区中小学校冬季取暖
工作进行专项督导， 11月15日前结束。 督导范围包括北方地
区冬季取暖的18个省 （区、 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中小
学校， 主要目的是督促各地各校切实抓紧做好中小学校冬季取
暖工作， 确保广大师生温暖、 安全过冬。

这次专项督导的主要内容是地方政府和中小学校冬季取暖
工作的责任落实，取暖资金划拨和使用，校舍门窗安装，取暖物
资准备，暖气、煤炉等取暖设施设备的购买、更新、装配、运转，取
暖的安全防范、安全教育等情况，重点督导农村偏远地区中小学
校、寄宿制学校冬季取暖工作。 专项督导将采取中央、省、市、县
四级联动方式开展，先由地方政府进行全面自查，发现隐患及时
整改，并将自查整改情况形成报告，以省政府名义报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各地自
查整改情况，成立专项督导组，对问题较为突出的省（区、市）进
行实地督查，实地督查以抽查学校、走访调查等方式进行。 督导
结束后，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向社会发布各地自查
整改报告和国家专项督导报告，以便接受社会和媒体监督，把中
小学冬季取暖防冻工作落到实处。

这次专项督导， 是继今年9月开展甘肃7·22定西地震受灾
学校秋季开学复课情况专项督导工作后，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 把中
央对广大师生的关爱关怀落到实处， 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和师
生最为关切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的又一有力举措。

广东科技学院诚聘优秀教师
广东科技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全

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 坐落在发达的珠三角城市———
广东省东莞市 。 现开设29个本 、 专科专业 ， 全日制
在校生13000余人。 根据发展需要， 现面向全国诚聘
优秀教师。

一、 招聘岗位及要求
（一） 专业负责人： 教授职称， 60岁以内， 在本

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成果， 能够承担
学科、 专业建设任务， 年薪18万元-28万元。

需求专业： 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 财务管理、 金
融工程、 服装设计与工程、 网络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

（二） 专任教师： 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高校讲师及以上职称， 具备较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
年薪8万元-16万元。

需求专业： 请登录我院主页www.gdst.cc “人才招
聘” 栏查询。

二、 相关福利
提供住房 （专业负责人三室一厅）， 按国家规定

缴纳社保、 购买住房公积金， 符合条件者办理入户东
莞， 协助解决子女入学等。

三、 应聘办法
应聘者请以信件 、 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个人简

历、 相关工作及学历证明材料、 科研论文、 学术专著
和获奖材料等到我院人事处。 发送电子简历请在主题
注明 “姓名+学历+职称+应聘专业”。

四、 联系方式
地 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西湖路99号

广东科技学院人事处
邮 编： 523083 联系人： 唐老师 张老师
电 话： 0769-86211880 86211889
E-mail： gdkjxy@sina.com
网 址： www.gdst.cc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腾讯微博

视线

今日 评微
栏目主持人： 禹跃昆
征稿： jinriweiping@163.com

■今日看点

3版乡村学校少年宫要建好更要用好

6版助力大学生成才和青年教师成长

跨越时空的改革坐标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赵超 安蓓

35年前， 发端于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
如春风吹拂大地， 改变了中国，
影响了世界。

从那时起， 执政的中国共产
党在自己每届的三中全会上， 以
改革开放为主旋律， 推出一个个
事关全局宏观战略的重大决策。

也正因此， 在中国的政治语
汇中， “三中全会” 几乎成为改
革开放的代名词。

时代脚步疾速前行。 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大幕即将开启。

35年， 弹指挥间， 8次“三
中全会”， 改革， 是不变的主题
词。

35年， 栉风沐雨， 一路高
歌奋进， 改革开放， 成为中华大
地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

冲破樊篱 伟大转折
“这速度真让人有一种穿越

时空隧道的感觉。” 35岁的卢丽
今年国庆节去泰山旅游， 坐上时
速300公里的高铁， 只用1个多
小时就从北京到了山东。

卢丽并不知道， 在她出生的
1978年， 中国旅客列车的平均
时速仅为43公里。

那时的中国， 慢的远不只是
火车的时速。 刚刚结束十年浩劫
的中国， 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
缘， 贫困人口高达2.5亿， 与世
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一个沉重的问号摆在执政的
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中国向何处
去？

危机的深处是转机。
1978年11月10日， 中共中

央召开工作会议。 这次历时36
天的会议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
作， 最终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
乱反正的会议。

12月13日， 复出不久的邓
小平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
话：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
结一致向前看》。

“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
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
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
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
亡党亡国。” “如果现在再不实
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
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国内的困局， 外部竞争的

压力， 促使我们必须要改革开
放， 要寻找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
义、 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

1978年12月18日， 一个彪
炳史册的日子。 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 全会确立
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 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
为纲” 的口号， 作出把党和国家
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这是一次伟大的转折。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唤醒了古老的中
国， 推开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
大门———

发祥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 四川等地的扩大
企业自主权试点， 两天半建起一
层楼的“深圳速度”， 蛇口工业
区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
就是生命” 的口号， 北京前门二
分钱的大碗茶……从农村到城
市， 从集体到个人， 一股股强大
的改革气旋喷涌而出。

成功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
新时期、 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道路。 正因如此，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30多年来

中外媒体提及最多的历史事件之
一。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 党中央
审时度势， 及时提出要对束缚生产
力解放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1984年10月， 一份系统的经
济体制改革方案提交到了十二届三
中全会上。 这次会议通过了 《中共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
起来的传统观念， 确认我国社会主
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体现了党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新
认识。 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
整个经济领域。” 中央文献研究室
研究员杨光说。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起步、 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 “私营经济是社
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载入宪
法、 设立经济特区、 对外开放14
个沿海港口城市……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 经济建设
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党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取得了重大突破， 开创了现代化建
设的新局面。

1988年9月， 鉴于当时的实际

情况，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对
经济环境经济秩序进行治理整顿。

改革开放头十年， 中国经济经
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期， 国民
生产总值实现翻番， 综合国力迈上
新台阶。 改革开放成功地让中国跨
越了温饱， 开始向着实现小康的目
标迈进。

标定方位 重大突破
“下海”，词典里的一个释义是：

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
改革开放之初， 贫穷让中国人

燃起对富裕的渴望。 许多人放弃党
政机关的“铁饭碗” “金饭碗”，

“扑通一声” 投身商海。
作为早期下海者， 北京数银英

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
卫东深有体会地说： “说小了是个
人对生活的重新定位， 往大说， 就
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
纠结冲撞。”

个人的命运折射出时代的巨
变。

“计划与市场” “姓‘社’ 还
是姓‘资’”， 这个羁绊中国改革的
历史性难题， 1992年的春天给出
了全新的答案。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