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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对于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流传的
“命题专家” 猜题、 售卖高考试题等谣言， 考生和
家长不必理会， 更不要去做违法的事情， 以免贻误
考生前程。

袁桂华介绍说， 目前全国各地十分重视考风考
纪建设。 考试期间， 各地充分发挥高考标准化考场
的作用， 利用身份识别、 防控作弊和视频及网络监
控系统， 强化考试组织管理， 对考试全过程进行实
时监控， 有力地打击了违规行为。 同时， 《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加
大， 特别是针对使用手机、 无线电通讯设备等现代
化手段及替考等违规行为， 做了明确规定。

“考生一旦有上述作弊行为，不但该科目成绩取
消，而且本年度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均
无效，情节严重的，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1年
至3年处理， 考生的违规信息还将记入考生电子档
案，所以违规的代价很高。”袁桂华说，目前我国高等
教育入学率逐步提高，希望考生拒绝作弊，树立诚信
考试观念，不要因为违规而失去上学深造的机会。

袁桂华提醒广大考生， 高考不仅是一场文化知
识的考试，也是对考生道德品质的检验。“目前，全社
会都在营造诚信文化的氛围， 建构伴随个人一生的
诚信体系，诚信考试是每一个考生的义务，希望考生
珍惜名誉，用实际行动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2009年，
烟台市教育局
提出计划用三
到四年时间完
成全市中小学
图书室标准化
建设， 把全市
中小学图书室
建设成为功能
齐全、 设施完
备、管理规范、
使用高效的书
刊资料信息中
心。 如今，工程
基本完成，烟
台各中小学书
香四溢、 特色
各具， 形成了
空前浓厚的读
书氛围。

校园溢满浓浓书香
——山东省烟台市推行中小学绿色读书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 王树勋
通讯员 管恩武 闫绪玲

时隔3年， 记者再次来到栖霞市地
处偏远的那所山村小学———蛇窝泊中心
小学。 眼前的蛇小已与之前的印象大不
一样： 校园到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
息； 新建的图书室分类摆放着3万余册
新书； 学生也在各级报刊上发表文章
30余篇……

蛇小的变化只是烟台市推进中小学
图书装备建设暨绿色读书工程的一个缩
影。 从栖霞到牟平、 海阳、 莱阳， 再从
莱阳市到莱州、 招远、 龙口， 记者一路
走来， 一路书香。

高点定位， 把图书纳入
现代化建设

2009年初， 烟台市教育局的领导
到市高新区的3所学校调研。 他们发
现， 虽然中小学办学条件开始得到改
善， 但学校图书严重不足， 每年很少添
置新书， 有的学校甚至连图书室都没
有。 他们立即对全市中小学进行摸底，
统计结果令人震惊： 全市中小学图书室
共缺6万平方米， 缺少图书1124万册。

当年8月， 烟台市教育局出台 《关
于加快中小学图书室建设工作的意见》
提出， 从2010年开始， 用三到四年时
间完成全市中小学图书室标准化建设，
把全市中小学图书室建设成为功能齐
全、 设施完备、 管理规范、 使用高效的
书刊资料信息中心。

“为了保证这项工程顺利实施， 我
们将此纳入到全市布局调整、 校安工程
等项目建设之中。” 烟台市教育局副局
长许箕展告诉记者， 该市图书站拿出往
年积累作为该项目启动资金， 为财力相
对薄弱的市县拨款600万元进行帮扶，
还视各县市区的进展情况给予不同奖
励， 并且将这项工程列入学校综合督导
评估。

2011年3月， 该局又下发了 《关于
中小学公用经费管理使用的补充指导意
见》， 要求各县市区在2011年和2012年
将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用于图书室
建设和图书资料配备。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 为鼓励
学校不等不靠自筹资金， 不少县市区
实施了两个“一对一” 的鼓励政策。
即学校订阅多少码洋数的报刊就奖励
多少码洋数的图书； 学校自筹多少资
金购置图书就奖励多少资金数的图书。

统一采购， 维护学校的
公共权益

“统一采购好比团购， 能解决县市
区或学校单独采购量少、折扣低等实际
问题。” 许箕展说，“经市局办公会研究
同意并报政府采购办批准， 从2010年
开始全市委托山东一家招标公司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公开招标，所有采购图书
均有教研员和学科教师一起选定。”

“我们不采用最低价中标的方式，
同样质量的图书， 不仅看价格， 还要
看服务质量。” 烟台市图书站站长王旭
新说。

第一次招标结束后， 他们发现各
学校遴选的图书大多以文学类为主，
自然科学方面的图书太少， 2011年第
二次招标时， 他们要求各投标商在提
供书目时， 文学类占33%， 自然科学
类占60%， 并且要求各县市区在布置
各学校选书时， 所有任课教师都参与，
改变原来的以语文教师为主的选书局
面， 满足广大师生的所需。

3年间， 除了招标过程的一波三

折， 图书供应商调包换书、 以次充好的
事故也不止一次发生， 他们严格把关，
据理退货， 按合同重新供应合标图书。

“3次招标都要求中标商不仅免费赠
送书标、 条形码， 还要配套赠送图书管
理软件， 并到学校帮助编目、 上架， 使
新书很快达到能借阅的状况， 学校对此
都非常满意。” 王旭新说。

“招标之初， 我们测算补齐全市尚缺
图书需要资金2.8亿元左右。”许箕展告诉
记者，“我们用统一招标采购的模式，仅用
三分之一的资金就完成了全部采购任务，
加快了全市中小学图书装备达标进程。”

从2009年底图书装备建设提出， 到
2013年工程基本完成， 全市中小学图书
装备的质量与结构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重
大飞跃， 为几十万师生搭建起读书成长
的阶梯。

探索创新， 激发师生的读
书热情

“我们负责读书活动的规划和阅读书
目的推荐， 每年提出师生必背必读泛读
相结合、 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并重的一
系列指导性意见和措施。” 烟台市教科院
副院长管锡基说， “各级教研部门根据
学生的心智特点， 定期向学校推荐适合
学生阅读的优秀书目。 各学科教研员也
把推荐阅读书目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每年向学生推荐3到5本读物。 各学校将

阅读教学纳入教学常规， 每周开设2节阅
读课……”

随着全市中小学图书配备和图书室
建设的展开， 2010年以来， 烟台市教育
局围绕推进绿色读书工程， 建立起推进
中小学读书活动的长效机制。 在市局和
教科院的持续引领和推动之下， 烟台市
各地中小学师生读书活动蓬勃开展。

莱阳市实验小学校长冯彦东每每读
到好文章就立即给学校教师们传阅； 莱
州市金城镇吕士祥小学校长张晓琳以推
荐信的形式向教师推荐图书， 碰到有价
值的文章， 就在班子成员和中层之间进
行批注、 传阅……

在莱州市双语学校， 除了教师读书
带头人徐建华， 这里的专家级教师还有
很多， 几年间， 这里培养出了山东省特
级教师5名、 齐鲁名师2名、 山东省创新
人物2名、 省级教学能手9名， 3名教师
出版了个人专著， 20余人获评国家、 省
级优质课， 绝大部分教师都在国家、 省、
市级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所有这些， 都缘于我校以‘推好
书， 选好书， 读好书’ 活动为发端的

‘读研写’ 教师成长的新探索。” 该校校
长赵福庆告诉记者。

阅读， 正伴随着烟台中小学师生的
成长， 书香校园建设也逐渐成为烟台中
小学教育迈向现代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加拿大安大略省投1.5亿
为教室购买新技术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新闻网4月7日报道， 安大略
省总理凯思林·韦恩承诺， 在未来3年将要拨款1.5
亿元用来为学校的教室购买新技术。

“我们所认为的核心在于我们对于教育事业和
医疗卫生的热情， 这些服务可以使我们保持健康，
使我们的民主保持强大。” 韦恩在多伦多的一个老
年人中心讲道， “那正是政府的意义所在： 你建立
一个我们彼此可以关爱的社会， 从出生直到死亡，
我们都可以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

这笔新的教育经费将被用来为学校购买平板电
脑、 上网本和软件。 在总理的演讲中， 她反复强调
政府对于医疗和教育事业的优先考虑和重视， 包括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拨款学费的30%使其入学费用更
加低廉， 以及创立社区卫生团队来帮助老年公民参
与到医疗保健系统当中。 （王珍 编译）

教 风景线改

杭州师大后勤员工李培义送水挣钱资助贫困生———

祝福送给“扛水大伯”
■陈鑫 范伟杰 本报记者 朱振岳

近日， 65岁的杭州师范大学古荡
湾校区 （美术学院） 的后勤员工李培义
要离开学校了， 这两天正忙着打包准备
回老家。 李培义所住宿舍的外面被学生
悄悄贴上了一张海报， 海报上画着一辆
飘扬着心形气球的送水车， 同时写着
“感恩、 想念、 再见， 谢谢您， 大伯！”

李培义是河南人， 2011年3月到杭
师大工作， 主要职责是看管教学楼， 并
给学生送桶装水。 他的大儿子是医学博
士， 女儿在洛阳的干休所当医生， 儿女
们收入不错， 也经常给李培义寄钱。

可李培义不太舍得花儿女寄来的
钱， 老伴来杭州后， 看他一个人的小屋

里没电视， 就提出让大伯买个二手黑白
电视机， 可李培义没舍得买。

然而， 李培义却很愿意把钱花在学
生身上，送一桶水挣一元钱，他把自己挣
的钱攒起来，为贫困生建千元助学金。

由于他经常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
每次只要有学生需要， 他都站出来提供
帮助， 因此被学生们称作“最喊得应的
大伯”。

2012年3月， 李培义得知杭州师大
人文学院有几位困难学生， 便拿出送水
攒下的1000元钱， 请人捎去。 还有一
次， 老李听说一名学生因为丢失电脑，
情绪低落影响学习， 就急着打听到这名
学生， 把自己扛水赚来的20张5元钱塞
到信封里， 委托团委老师转交给她。

一次送完水回来， 路过行政楼前看
到一群学生在搞活动， 老李凑近一看，
得知是为一位脑瘤学生募捐， 他当场掏
出了一沓钱欲捐出。 学生却不让捐：
“大伯， 您赚钱太不容易了， 不能要您
钱。” “救命需要钱， 必须要收下。 只
是这个月还没发工资， 口袋里只有两百
元送水钱了。” 李培义为自己捐得不够
多而愧疚。

同学们被老李的行为深深感动了，
看着他扛着水从1楼送到6楼， 男生们
不忍心， 于是， 6楼的小伙子们叫完水，
都会有一位室友在宿舍一楼的大门口从
大伯肩上抢过水桶， 扛到三楼后再由另
一位室友将水扛回宿舍。

2011年， 李培义被评为学校后勤

的“最美员工”， 2012年， 在学校的新
生“开学第一课” 讲台上， 老李被邀请
给台下1200名新生“授课”。 大会上他
朴实的发言8次被掌声打断。

如今， 老李年纪大了， 要离开学校
回老家了。 同学们商量， 决定组织个活
动欢送他。

3月下旬的一天， 学生会的学生张罗
起来了， 已经毕业的同学听到消息也赶
了回来， 送他一程， 学校后勤与古荡湾
校区的学院领导捧着鲜花也跑来“凑热
闹” 了。 老师、 同学们争相给李培义送
上满满的祝福……

欢送会上， 李培义对学生们说 ：
“记住一句话， 要做个好人， 做个有用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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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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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设青年职业链接
项目奖金总计1亿美元

据美国教育部网站4月8日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
马里兰的布莱登斯堡高中宣布了刚刚开始的“青年
职业链接” 项目的获奖者。 这所中学以及乔治王子
城的另外两所中学获得了本次项目的700万美元资
金。 美国将颁布24个“青年职业链接” 项目奖项，
奖金共计1.07亿美元。

“青年职业链接” 项目由美国劳动部和教育部
共同监管， 计划帮助2500名高中毕业生顺利毕业，
并进入高需求的职业领域。 通过资金援助， 旨在更
好地建立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 建立一些科
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实用课堂， 该项目鼓励美国
的学区、 高等教育机构、 劳动力投资系统及其合作
伙伴接收学生。 （王晓梅 编译）

克里米亚地区教师工资
在夏季将增到2至3倍

据俄罗斯俄新社近日报道， 俄联邦教育科学部
部长德米特里·里瓦诺夫近日表示今年夏季， 克里
米亚地区的教师们就能体会到工资的实际提升， 他
们的工资将增至原来的2到3倍。

里瓦诺夫同时指出， 要在半岛上建立体育特色
中学， 以及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地区的乡村
学校投入几千万卢布来修建体育场馆， 该项工作要
在9月1日前开始正式动工。 谈到学校的语言教育问
题，里瓦诺夫表示，在俄罗斯一直存在一些地区，那里
的学校除了教授俄语以外还教授俄罗斯其他民族语
言。 （王贺 编译）

北京市密云县依托中小学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山里孩子长本领了”
■本报记者 施剑松

北京市密云县依托现有中小学， 整
合社会资源建立乡村学校少年宫， 让每
个乡镇的孩子都有一个学习科技、 艺术
和体育的地方。

为什么要把乡村少年宫建在学校？
乡村少年宫的师资从哪儿来？ 山里孩子
喜欢这些乡村少年宫吗？ 带着这些问
题， 记者实地走访了其中的两处。

从密云县城出发， 向东南行驶40
分钟左右， 记者来到了东邵渠镇中心小
学。 校长王万霞说： “别看我们只是一
所乡镇小学， 目前学校已经开出了36
个兴趣学习项目。”

走进教学楼， 正是学生们参加社团
活动的时间， 古筝社团里， 老师领着孩
子们正在练习古曲； 戏剧教室里， 老师
正在教三、 四年级的学生演唱 《红灯
记》 选段。 而最让王万霞自豪的书法社

团， 数十名学生端坐在书桌前， 一笔一
画地写字。

王万霞介绍， 学校2008年9月正式
成为密云县乡村少年宫校外教育活动
站； 2011年10月， 学校又成为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的北京市首批乡
村学校少年宫。 从周一到周四的下午3
点半到5点都是少年宫的活动时间。 师
资来源除本校教师外， 学校还外聘了7
位专家， 目前不仅在校学生实现了参与
率100%， 还面向区域内其他学校开放。

檀营满族蒙古族小学位于北京5个
少数民族乡之一———檀营， 目前在校生
815人， 其中近三成是少数民族学生。
校长郭永勤说： “学校2012年成为北
京市乡村校外教育活动站， 我们坚持立
足本校、 面向全体、 常年开放。 设施和
课程不仅面向区域所有本地户籍孩子开
放， 也面向区域内的非京籍孩子开放。”

在学校的操场上， 身着民族服装的

学生向记者演示了蒙古族和满族的刀
术、 拳术； 走进音乐教室， 马头琴乐队
的孩子们正在排练蒙古族名曲。 郭永勤
说， 学校里很多非京籍的孩子从来没有
学过艺术课， 听说学校在课后免费让孩
子学习都特别高兴。 就在去年， 学校还
有两个学生考上了北京国际艺术学校，
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了。

密云县教工委书记张文亮说， 密云
全县83%的面积是山区， 全县73%的中
小学分布在乡镇， 农村教育是密云基础
教育的主体。 密云县教委系统校外教育
机构只有青少年宫一家， 远不能满足全
县学生参加校外活动的需求。 然而， 在
国家基础教育布局调整后， 密云县已经
实现每个乡镇都有一所中心小学和一所
完全中学。

“2007年， 我们开始探索山区校外
教育活动模式，在距离县城35公里的太
师屯镇中心小学进行试点， 建立了第一

个校外活动站———密云青少年宫太师屯
小学少年之家，开设了书法、绘画、合唱、
舞蹈4个兴趣小组，由青少年宫选派优秀
师资，每周三下午到校辅导，此举得到了
家长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张文亮说，目前
全县已经建成11个市级校外活动站，其
中东邵渠镇中心小学、穆家峪镇中心小学
和太师屯镇中心小学先后被北京市教委
和首都文明办命名为“乡村学校少年宫”。

为了激励教师投身学生素质教育，
密云县教委制定了专门的政策， 教师在
乡村少年宫的工作记入教师工作绩效考
核， 并优先评先评优， 很好地调动了教
师的积极性。

张文亮说，农村的教育资源少，山里
的孩子跟城里的孩子比， 最缺的是信心，
参加校外教育活动后，“山里孩子长本领
了，有荣誉了，见到客人都挺着胸，更有信
心了。 我们争取到2015年全县每一个乡
镇都有一个乡村学校少年宫”。

山东省龙口
市实验小学学生
阅览室。

（资料图片）

英国大学海外留学生
数量29年来首次下降

据英国BBC网站4月1日报道， 英国大学海外
留学生的数量在过去的一年中下降了4595名， 这
是29年来的首次下降。

根据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报告， 在英国
的海外留学生中， 尤以南亚学生人数下降最为明
显， 最突出的为印度和巴基斯坦。 不仅海外本科留
学生数量下降， 研究生中留学生的数量也在下降，
据称欧盟全日制本科生的数量在一年内下降了近四
分之一， 从 2011—2012学年的 23440名下降到
2012—2013学年的17890名。

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把海外留学生数量的
下降归因于英国自2012年9月以来的高等教育学费
日益上涨， 且海外留学生需要和英国当地学生支付
同样的教育费用。 此外， 在4层签证制度下， 海外
学生面临关于他们的学习目的、 工作能力， 英文水
平等的更加严格的质疑。 （时晨晨 编译）

交钱就能得到高考试题？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