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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评估
超八成机构和项目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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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孩子上学迟到
父母将被罚款

据英国独立报网站近日报道， 英国米尔顿凯恩斯地
区推出一项新政， 如果孩子上学迟到， 其父母将会被罚
款60英镑。

该地区已有两所学校实施了该政策， 以惩罚那些孩
子上学总是迟到的家长。 这两所学校将申请向父母罚款
60英镑， 如果他们的孩子在12周内迟到的分数达到10
分以上。 而且， 如果父母在21天内没有交付罚款， 数额
可能会加倍。 该政策引起了父母们的强烈反对， 40岁
的乔治娜·哈吉金森说： “需要对上学迟到采取一定的
措施， 但是这项政策给父母施加了很大压力， 也打破了
家庭与学校之间原有的契约。”

当地教育委员会发言人说：“在大多数情况下， 一封
警告信已经不足以解决上学迟到问题。 而实施了这一政
策后，学生上学迟到的情况得到了大大改善。 ”

（时晨晨 编译）

日本超六成受访者
支持“633学制”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 由该新闻社组织进行的
关于学制改革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虽然目前日本
政府的教育再生执行会议正在探讨由各都道府县自行选
择学制的弹性方案， 但是一般民众对于该项改革的关注
度普遍较低， 大多数人认为应当维持现状。 超过六成的
受访者表示应当维持现有的“633学制” （小学6年，
初中、 高中分别为3年）， 而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

对于“633学制”的改革，63%的受访者表示应该继续
推行，20%的受访者表示应该在全国推行新的学制，9%
的受访者表示应当由各地自由选择学制。 对于高中是否
应该纳入义务教育阶段，28%的受访者支持不纳入，24%
的受访者认为不应纳入但应免除学费，44%的受访者表
示应当纳入并免除学费。 （于帆 编译）

加拿大一报告建议应
根据工作表现给教师加薪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近日报道， 根据加拿大一项
最新报告， 教师应该根据他们的课堂表现和学生的反馈
加薪， 而不是他们从业的时间。

这项报告提出， 当前加拿大教师的补偿模式不是有
效的， 而加薪建议能够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这项报告的
作者———多伦多地区学校董事会的一位教师萨钦·马哈
拉杰说： “当教师的教学工作过了前几年， 教学有效性
得到提升时， 教师得到的不应该是每年机械的加薪。 这
样只会导致教师的卓越努力没有回报。”

加拿大的教师通常由校长每隔几年评估一次， 但是
他们的工资并不和这些评估结果挂钩。 对此， 该报告建
议， 教师应该至少每两年被评估一次， 评估应由第三方
进行。 学生的反馈也应该被纳入到这些评估中。 评估结
果优秀的教师， 其工资加薪应该更多， 而那些评估分数
较低的教师就不应该加薪。 （时晨晨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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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湖南省通道侗族
自治县独坡乡金坑小学教师
粟秋利， 课后在给学生讲故
事。 作为在该县最偏远教学
点工作的教师， 粟秋利目前
每月可以领到700元生活补
贴。 据悉， 通道县每年投入
400余万元，为全县1200余名
农村教师发放生活补贴，调
动了农村教师工作积极性。

杨祖广 摄

在农村教书
更安心了

印度高等教育
留学吸引力不强

据印度时报近日报道， 2012年中国接收的外国留
学生人数达到32.8万人， 已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的世
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 印度仅接收了2.7万名留学生，
而两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差不多， 在校人数都达到了
2400多万人。

为推动教育国际化战略， 亚洲各国纷纷制定了接收
外国留学生的目标， 到2020年， 中国的目标是接收50
万名留学生， 日本的目标是接收30万人， 新加坡设立
了专门负责留学事务的机构“教育新加坡”， 计划到
2015年吸引15万人。 印度还未制定留学发展目标。

印度的2.7万名留学生来自世界195个国家。印度教育
专家拉吉卡·班达里认为，来印留学人数少，主要由于印度
高等教育的质量不高、设施落后、接纳能力有限，导致吸引
力不强。印度要想推进教育国际化战略，需要制定相关政
策，吸引更多外国优秀学生来印留学。 （李建忠 编译）

他把一所
农村薄弱校办
成 “名 校 ” ；
去世前两个多
小时， 他还在
巡视学生晚自
习； 他有两个
未了的心愿：
陪母亲去医院
做手术后的复
查， 陪上高三
的女儿好好吃
顿饭。 他叫张
伟， 河南省郸
城县一名普通
的农村校长。

倒在办公室的农村校长
■本报记者 李见新

通讯员 张本宝 刘学源

3月17日， 20点10分， 一辆120
救护车呼啸着从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
秋渠一中驶出， 朝县人民医院方向急
驶。

20点30分， 县人民医院选调最
好的医生、 最好的设备， 检查、 会
诊、 治疗， 努力想留住患者生命。

22点10分， 患者与世长辞。 郸
城县秋渠一中校长张伟就这样走完了
他42年的一生。 本来计划在晚上召
开的学校领导班子会， 成了他最后的
“遗憾”。

生命的最后3天
时光追溯到张伟生命的最后3

天。
3月15日， 周六， 张伟和校党支

部副书记张洪涛， 一整天都在和工人
们一起修整学校女生宿舍楼前的水泥
地坪。

3月16日， 周日， 白天， 张伟指
导九年级学生做中招考试分组实验练
习； 晚上， 和九年级教师王增录值夜
班， 处理一起七、 八年级学生纠纷，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17分。

3月17日， 周一， 上午8点半到9
点半， 张伟和学校政教主任刘锦华共
同处理前一天晚上未处理到位的学生

纠纷； 上午10点， 他参加每周一上
午必须召开的九年级教师中招复习备
考会； 16点， 召开全体教师会； 17
点， 召开全体班主任会； 19点40分，
他最后一次到教学楼巡视各班晚自习
之后， 在学校值班室倒了一杯开水回
到自己的办公室， 准备参加20点20
分召开的校领导班子会。

19点53分， 几分钟前还陪同在
各班检查的张洪涛突然接到张伟的电
话， 说自己不舒服， 张洪涛赶到时，
见他坐在办公椅上， 身体伏在办公桌
上。 从这一刻起， 张伟就再也没有睁
开眼睛， 再也没说一句话。 同事们把
他连同他的办公椅一起抬上了救护
车， 经医生诊断， 张伟系脑干出血，
医治无效， 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教育
事业。

让薄弱校翻身
1994年， 张伟从周口师专毕业，

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 回到老
家———远离县城临近安徽的秋渠乡，
在秋渠一中当了一名普通教师， 他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的孩子就近
也能上好学。

张伟先后当过班主任、 团委书
记、 政教主任。 2003年， 他临危受
命， 接任秋渠一中校长。 当时的学校
人心涣散， 教育质量已连续3年在全
县位居后3名， 生源流失严重， 群众

极不满意。 从此， 张伟和他的团队下决
心要把学校办好。

张伟的家离学校只有200多米， 但
他却长年住校， “工作忙， 实在没办
法”。 他既是校长， 又是九年级历史教
师。 辛勤的工作换来了学校各项事业的
发展： 2011年、 2012年、 2013年连续
3年中招平均分居全县初中第一， 中招
综合量化均位居全县前三； 在校生不断
增加， 目前达到1100多人； 县内外许
多学校纷纷慕名来学习， 学校成为郸城
农村教育最亮的“牌子”。

2010年， 张伟被评为周口市优秀
校长， 2012年被评为郸城县十佳校长，
2013年又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教师。

未了的心愿
1972年9月出生的张伟， 幼时家境

贫寒， 父亲弟兄三人， 两个未娶， 幼小
的张伟过继给了大伯。 张伟和大伯一起
生活， 靠着勤奋努力， 终于端上了“铁
饭碗”。

就在张伟工作后的第二年， 大伯病
逝， 给大伯送终后， 他又回到了生父身
边。张伟的两个弟弟在外打工，有出息的
他就成了年迈父母的依靠。 天有不测风
云，生父5年前去世，留下了一笔医疗费
债务，母亲去年乳腺癌刚做过手术，妻子
小学文化在家务农， 一双儿女分别在高
中、 初中求学， 他成了妻儿的“天”。

3月15日、 16日， 周末假期。 张伟

本有两个心愿： 陪母亲去医院做手术后
的复查； 陪上高三的女儿好好吃顿饭，
祝贺她顺利通过北京电子科技大学的自
主招生考试……但他的心愿却成了永远
的遗愿。

3月18日， 郸城县委、 县政府领导
得知张伟的事迹后， 要求有关方面安排
好张伟的后事， 并结合第二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学习宣传好张伟同
志的事迹。

张伟为留守儿童发放慰问品。 资料图片

（上接第一版） 这首词发表在1990
年7月16日的《福州晚报》 上。 词
中“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
雨。 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 父老生
死系。 暮雪朝霜， 毋改英雄意气”、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
意” 的句子， 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
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自己爱民为
民、 责任担当的坚定情怀。 2009
年4月， 习近平专程来到兰考县，
就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发表了重要
讲话， 提出5点明确要求。

习近平指出， 领导干部在教育

实践活动中发挥带头作用，是具体的
而不是抽象的，是全面的而不是有选
择的。 面对群众的眼睛，领导干部自
我要求越严格越好，勘误纠错越主动
越好。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自己以一
个普通党员身份摆进活动中去，使每
个环节、每个方面都示范到位。

习近平强调， 作风问题本质上
是党性问题。 抓作风建设， 就要返
璞归真、 固本培元， 重点突出坚定
理想信念、 践行根本宗旨、 加强道
德修养。 他为此提出4点要求： 一是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 做到既

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 特别是当
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 私人关系
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 必须毫不
犹豫站稳党性立场， 坚定不移维
护人民利益。 二是下决心减少应
酬， 保持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
方式， 多学习充电、 消化政策，
多下基层调查研究、 掌握第一手
情况， 多系统思考和解决存在的
突出问题， 自觉远离那些庸俗的
东西。 三是实实在在做人做事，
做到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 严以
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

实，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敢于担
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
问题，不搞“假大空”。 四是对一切
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 慎独慎
初慎微， 做到防微杜渐。

习近平强调指出， 教育实践
活动要见物见人， 既围绕解决实
际问题制定方案、采取措施，又围
绕提高党员、 干部素质和能力制
定方案、采取措施。 要防止用兴办
实事代替解决党员、 干部作风问
题， 只注重解决作风问题而忽视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的倾向。

习近平还对兰考县结合教育实
践活动抓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希望他们把强县
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
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不断
取得事业发展新成绩。

调研期间，习近平考察了黄河
兰考东坝头段，了解黄河防汛和滩
区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叮嘱当地干
部要切实关心贫困群众，带领群众
艰苦奋斗， 早日脱贫致富。

王沪宁、赵乐际、栗战书和中
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上接第一版）
通报要求各地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幼儿园及中小学校

健康服务管理的拉网式排查。 教育、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要密切配合， 对幼儿园及中小学校落实健康服务管理有
关文件情况进行排查， 重点检查行政区域内幼儿园是否
有违规组织幼儿群体服药的行为， 并于4月10日前完成
全部排查工作。 对反映和暴露的问题，要认真核实查处，
强化责任追究，严肃处理责任人， 并通报查处结果。

（上接第一版）
同时， 在评估中还发现， 一些办学单位无视核定的

办学规模或招生计划， 擅自扩招， 致使教育教学质量
难以保障， 学生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其中， 天津理工
大学举办的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教育合作办学项目、 河
南工业大学举办的会计学专业本科教育合作办学项目、
吉林财经大学举办的会计学专业本科教育合作办学项目
和黑河学院举办的俄语专业本科教育合作办学项目等4
所高校的合作办学项目违规超规模 （计划） 招生情况尤
其严重。

（上接第一版） 奖牌显示， 从2008年
至2012年， 枫韵幼儿园连续5年获得
年度综合量化考核一等奖。 还有1块
是西安市教育局2012年6月颁发的

“西安市一级幼儿园” 牌子。
当枫韵幼儿园一名家长愤怒地质

问莲湖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为何涉
药的枫韵幼儿园能够获评“西安市一
级幼儿园” 时， 该负责人回应称， 该
园符合“西安市一级幼儿园” 评选标
准， 因此获评。

卫生、 教育、 药监三部门， 谁应
是幼儿园药品监管主体？ 2010年卫生
部、教育部发布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
保健管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托幼机构
的卫生保健工作作为公共卫生服务的
重要内容，加强监督和指导。县级以上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协助卫生
行政部门检查指导托幼机构的卫生保
健工作。

记者以学生家长身份采访了莲湖
区教育局工作人员。 他表示， 枫韵幼
儿园地处该市莲湖、 雁塔、 高新三区
交界处， 教育类手续由该局审发， 卫
生保健手续由雁塔区卫生局审发。 莲

湖区教育局主要负责该园的教学指导
工作， 该局工作人员也经常到该园进
行检查， 但由于该园把给孩子服药的
事情隐藏得很深， 而该局工作人员对
医药卫生又不太了解， 因此未能及时
查出涉事幼儿园喂药恶行。

枫韵幼儿园事发后， 雁塔区药监
部门在该园保健室发现一份由雁塔区
卫生局颁发的 《西安市学前教育机构
卫生保健合格证》， 发证日期为2011
年12月6日。

3月15日下午， 记者采访了雁塔
区卫生局医政科一名工作人员， 她表
示，该局与此相关的工作人员，均在外
协助工作组处理此事，不便接受采访。
记者按要求留下了问题及联系方式，
但截至记者发稿， 未收到任何回复。

三问： 挂靠单位是否
负有监管责任？

3月16日下午， 一名工人站在一
辆工程车上， 用锤子砸下枫韵幼儿园
外墙面上的“陕西宋庆龄基金会” 等
字样。

“砸掉这几个字， 陕西宋庆龄基
金会跟幼儿园就能脱清关系了？” 枫

韵幼儿园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告诉记
者， 他家本来住在离这儿挺远的一个小
区， 里面也有幼儿园， 但就是看中“陕
西宋庆龄基金会” （以下简称陕西宋基
会） 这块牌子， 才把孩子送到这里， 为
此还专门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

“陕西宋基会难道只管给幼儿园挂
牌子， 却不进行严格监管吗？” 枫韵、
鸿基幼儿园多名幼儿家长质疑， 两所涉
事幼儿园均挂靠在陕西宋基会名下， 陕
西宋基会对涉事幼儿园是否进行过严格
监管？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关系？

陕西宋基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该会属于公募基金会。 为了让基金
本金升值， 该机构会投资基金信托， 并
从事一些经营活动。

目前共有5所幼儿园与陕西宋基会
有关， 1家名为宋庆龄育儿中心的公办
幼儿园， 办园经费依靠陕西省财政厅差
额拨款； 此外， 还有4家民办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挂靠” 的程序是， 先由幼
儿园向基金会提出申请， 收到申请后，
基金会会对办学实力较强的幼儿园进行
实地考察， 一般是当地一级幼儿园； 考
察后， 基金会再研究决定是否批准。

陕西宋基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陕

西宋基会与幼儿园确立挂靠关系后， 前
3年不收挂靠费， 以后每年每家民办幼
儿园需交纳3万元挂靠费， 涉药幼儿园
近两年才开始交。 该基金会只负责指导
挂靠幼儿园的教学理念和方向。 挂靠幼
儿园的具体教学、 卫生等工作， 由所在
辖区的教育、 卫生、 药监等部门负责。

而在陕西宋基会官网公布的多项信
息显示， 该基金会对枫韵幼儿园的指导
帮助却不仅仅止于指导教学理念和方向。
官网上的“2007年工作要点” 称， 以该
会名称冠名的“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枫
韵幼儿园” 开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要协助、 监督其做好申请办园许可证，
建立规章制度， 培训保教人员， 装修园
所和购置设备等几项工作， 保证当年9
月正式开园。 “2008年工作要点” 称，
枫韵幼儿园成为“我会主管的民办幼儿
园”， 当年要加强办园方向的引导、 教学
质量的指导、 为儿童服务质量的监督，
尽快成为等级幼儿园。

3月17日， 陕西宋基会副秘书长张
英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承认， 基金会有
监管不到位的地方， 是负有责任的。 该
基金会将解除与西安枫韵幼儿园、 鸿基
新城幼儿园的挂靠关系。

不得擅自组织幼儿
及中小学生群体服药

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继续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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