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号：中国教育报
网站：www.jyb.cn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35 邮发代号 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2015年 3月 日 星期一9
第 9253号 今日十二版农历乙未年正月十九

ZHONGGUO JIAOYU BAO

3月8日， 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教育部
部长袁贵仁，入场前被记者围堵提问。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三八节，女代表
委员的闹心与忧心

■本报记者 曹曦

“三八节快乐！” 3月8日中午， 忙了一上午的
记者忽然想起一位老朋友， 随手发了一条短信。

全国人大代表那辉是来自黑龙江省安达市劳
转办的一名普通工人， 满族。 2008年记者第一次
采访她， 就印象深刻———善良、 亲和的她， 极像
个大姐。

因为参加两会， 那辉每年三八节都在北京度
过， 今年是第八个年头。 “快乐啥呀， 还真有点
闹心。” 那辉回复短信， 快人快语。

闹心源于在报纸上看到的一条新闻。 那辉
说， 全国政协委员韩红此次参加两会， 再次带来
关注农村留守女童性安全的提案。 报道说， 韩红
从2009年开始， 连续7次关注这个问题。

关注了7年， 问题咋还无解？
记者上网查阅， 韩红在提案中建议， 尽快推

动性安全教育进课堂， 纳入中小学义务教育课
程； 开展师德教育， 严格对教师把关， 对曾经有
性侵行为的教职员工零容忍； 确保课时、 编写教
材、 配备专职教师、 开展家长专业课堂……

“农村留守女童受伤害的事件经常被报道，
不管是在家庭、 学校还是社区， 都缺乏对她们的
保护。” 那辉心情凝重。

对韩红提出的在国家监护制度保护范围内补
充强制报告义务的建议， 那辉特别认可。 “老百
姓说家丑不可外扬， 一遇到这类伤害事件， 总想
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家人、 邻里都掖着藏
着， 生怕别人知道。 这实际上纵容了侵害事件的
继续存在和继续发生。” 那辉痛心地说， 家庭成
员、 邻居、 学校老师、 医生等这些最有可能发现
侵害事件存在的人， 都应该有强制的义务去报告
女童被侵害事件， “希望在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
时， 能加入这一条”。

那辉的闹心， 韩红多年的忧心。 这个三八
节， 心系留守女童权益的女代表委员， 似乎并不
开心。

教育公平是保障“有学上”， 而教育质量是保障“上好学”。 近年来， 国家努力提
升教育改革的含金量， 让人民对教育有更高的“获得感”。 细数教育质量提升的一件
件、 一桩桩， 让我们对新的征程充满信心和期待。

隰 详见第五版

扩，教育质量向上的空间

“部长通道”的教育热度

■本报记者 柴葳 翁小平 曹曦
3月8日发自北京

“大家对教育的热情， 我很感
动。 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关注，
使我深受鼓舞。” 今天下午， 十二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
议前， 列席会议的教育部部长袁贵
仁一走进人民大会堂北门的“部长
通道”， 就被早早等候在发布台附
近的记者“集体拦截”。

“今天是‘三八’ 妇女节， 请
您回答我的问题， 当作节日礼物！
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哪些新
进展？ 下一步将如何推进？” 占据
第一排“有利位置” 的一名女记者
先声夺人。

袁贵仁先是微笑着向在场的女
记者和全国教育系统的女同胞们表
示节日祝贺， 而后， 不疾不徐地回

答了这名记者的提问。
“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的基本

制度， 它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 涉
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袁贵仁表示，
党中央、 国务院历来非常重视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
改革作出安排， 去年9月， 国务院
出台了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 “半年多来， 整
体来说， 各方面工作有序推进、 进
展顺利。”

随后， 袁贵仁针对 《实施意
见》 的一些主要工作和社会关注的
新举措一一作答。

在缩小区域录取率的差距方
面， 袁贵仁说， 今年新增2万个本
科招生指标， 全部用于中西部人口
大省、 录取率偏低的省份； 安排
20万名“支援中西部地区普通高
校招生协作计划”， 主要用于招收
西部若干个录取率比较低省份的生
源。 “今年各省最低录取率和全国
平均录取率差距， 有望减少一个百
分点！”

在减少加分项目方面， 袁贵仁
说， 2015年， 全国性的加分项目，
鼓励类的全部取消， 只保留一些扶
持性的项目。 地方性加分政策减少
了63%， 有10个省市全部取消地方
性加分项目。

在规范自主招生方面， 袁贵仁
说， 从今年开始， 取消推荐的限
制， 所有学校都可以推荐学生参加
自主招生。 禁止联考的方式和培训
的方式， 把自主招生时间调整到高
考之后， 对于自主招生的条件、 过
程和结果全部公开、 公示。

在扩大使用国家统一命题试点
范围方面， 袁贵仁说， 今年将新增
3个省份使用统一命题， 明年将再
增加7个省份， 届时将有25个省份
使用由国家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的试
卷。

在综合改革试点方面， 袁贵仁
说， 根据各省申请， 经过中央批
准， 上海市、 浙江省作为高考综合
改革试点省份， 目前各项工作都在
稳步推进。

面对意犹未尽的记者， 袁贵仁
表示， 虽然这些都是解决公众普遍
关注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问题的实
质性举措， 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的一样， 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

“我们会在各个方面尽心、 尽

力、 尽职、 尽责， 把这项任务繁重、
责任重大的改革落实好。 我也真心希
望大家多关心、 多支持， 多提更多、
更好的建议， 让我们一道把教育改革
真正做到经得起历史、 实践和人民的
检验。” 袁贵仁诚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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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 政录e

为新常态的中国输送优质人才
———政协委员热议教育质量提升

■本报记者 高毅哲 黄金鲁克 张婷
3月8日发自北京

2014年5月以前， 河南成千上万亩的
金黄色麦田与全国成千上万所学校的关
系，或许仅限于成为供给食堂的面粉而已。

但在那之后， 这些麦田见证了一个新
词的诞生， 它或许将成为中国成千上万所
学校“深入骨髓” 般改革的强力推进剂。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
时，首次提出“新常态”一词。今年3月7日，教
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
座谈时开宗明义，首先就谈“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关于教育工作的部署， 非常鲜明的特
点，就是从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国家大局出发，全面部署教育工作”。

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
中高速增长； 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结构不
断优化升级； 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从要素
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看来， 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千千万

万的优质人才，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
候。” 全国政协委员、 华北电力大学校
长刘吉臻说。

中国经济迈上中高端， 人
才供给首先要实现中高端

每年开学典礼， 喜庆的气氛中， 全
国政协委员、 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
都会有些失望。

澳门理工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内地
学生， 开学典礼时， 李向玉都会跟这些
内地学生和家长见面， 并邀请他们提
问。 每一次， 都只有家长在问， 学生们
安静地沉默着。

多年的教育经验让李向玉意识到，
在这些年轻人优秀的成绩下， 隐藏着令
人不安的缺陷。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
育体系、 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全
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0多万所， 拥有
2.6亿名在校学生， 也拥有对教育质量
不绝于耳的批判。

对基础教育， 人们批评它培养出的
学生都是“做题机器”。

对高等教育， 人们批评它培养出的
学生“与社会需求脱节”。

民间长期地位低下的职业教育，尽管
多年来国家一直大力扶持，但对大多数人

来说，进职业院校依然是不情愿的选择。“进
职校，一毕业就是去工地搬砖。”年轻人聚集
的网络论坛里，对职校的吐槽比比皆是。

所有的批评和调侃， 都指向一个词：
教育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
秉林说： “人民对教育的要求提高了， 希
望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不仅要有学
上， 更要上好学。 我们只有公平是不够
的， 还要有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新近提出了‘四个全
面’。 这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 最终让老
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 要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靠谁？ 最后还是要靠人才。” 全国政
协委员、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说。

再杰出的人才， 也要就业。 就业， 又
与经济发展、 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新常态带来人力资源的转化与转型，
结构调整最大的动力是人， 所以要在人才
技能转型上着重发力。” 全国政协委员、
经济学者黄方毅说。

“创新驱动， 实质是人才驱动。 中国
经济迈上中高端， 人才供给首先要实现中
高端！” 3月7日， 袁贵仁在联组会上对政
协委员们说。

那一天， 有14名委员先后发言， 其
中12名委员紧紧围绕教育改革和立德树
人， 阐明观点。

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质人才，已经成
为中国社会和高级政治舞台上强烈的呼声。

种种障碍不破除， 就无法实现
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政协教育界别在
北京的驻地， 相距1000多公里。

地理上的距离并不能隔绝郑晓静对学
校的牵挂。 在北京开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
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依然时
时和其他委员探讨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

“3万多名学生压在我的心头啊。” 郑
晓静说， “我常常问自己， 他们为什么值
得来接受高等教育？”

去年， 学校调研发现， 教师和学生对
目前的教育教学现状不满意， 甚至互相埋
怨。 学生批评教师上课效果还不如自己看
书； 教师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学风不
好； 检查组发现部分教授的课堂分不清是
在上课还是在作学术报告……

面临重重问题的，又何止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又何止高等教育？ 又何止公办学校？

“我到农村学校去看， 发现那里的老师
也是让学生大量做题。而相对较大的城乡教
育质量差距， 使农村教育的吸引力不断下
降，知识无用论在农村不断蔓延。 ”全国政
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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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阿罗代表：

农村学前班也该有免费餐
本报讯 （记者 翁小平） “我建议把农村地区学

前班也纳入国家学校营养改善计划， 为孩子们提供一
顿免费午餐， 扩大教育公平的受益范围。” 全国人大
代表、 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计生服务站站长
胡阿罗， 日前在云南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提出了她
对教育公平的新期待。

胡阿罗解释说， 她小时候学校离家远， 吃不上午
餐， 所以一直以来都特别关注学生的午餐问题。 现在
有了营养改善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中午
在学校都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他们都非常高兴。胡
阿罗话锋一转，“但是， 学前班的孩子们享受不到这项
福利。由于农村的学前班基本上都办在小学里，所以当
小学生在享受午餐的时候， 学前班的孩子只能眼巴巴
看着，他们也想尝尝免费午餐。 因此，我希望也能把学
前班的孩子纳入营养改善计划， 为农村孩子的健康成
长打下更好的基础”。

□代表委员声音

左图： 3月8日， 全国人大代表、 清
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建议，
在遭遇重度雾霾天气时， 广大中小学要
延缓体育课， 或是取消室外活动。

右图： 针对持续的空气重度污染，
北京市教委下发紧急通知， 启动空气污
染应急预案， 幼儿园及中小学均停止户
外运动和体育课等安排。 北京五十中学
分校的学生在室内上体育课 （2014年2月
2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李文 摄

施一公代表:

雾霾天，
取消学生室外活动

葛剑平委员：

高校资源共享需政策“加油”
本报北京3月8日讯（记者 刘盾） “87%的高校

教师赞同高校资源共享， 但43%的高校认为资源共享
会削弱本校的经济利益， 却难以获得相应回报。” 全
国政协常委、 民盟中央副主席、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葛剑平调查发现，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资源共享存在覆
盖面窄、 合作层次低等问题。

葛剑平认为， 问题在于我国高校分别隶属于不同
管理部门， 资源共享主管部门条块分割， 保障措施不
到位。 “首先是经济核算及成本补贴机制缺失。” 葛
剑平举例说， 高校体育设施、 博物馆免费开放之后，
突出问题是场地器材设施损耗、 维护、 人员等费用没
得到应有补偿， 给高校带来经济压力。

“其次是缺乏以市场为主导的利益协调机制。” 葛
剑平说， 高校教育资源共享涉及不同利益主体， 但由
于目前高校教育资源共享配套政策不完善， 导致高校
在共享涉及的机构设置、 课程设置、 人员编制、 收费
标准等方面的改革裹足不前。

对此， 葛剑平建议， 政府应积极鼓励高校间形成
教育联盟， 并从政策、 法律、 经济等方面为高校资源
共享提供保障。 同时， 政府部门应健全完善关于高校
资源共享、 管理、 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明确
权责， 特别应针对容易出现的信息安全、 知识产权等
问题， 从制度层面予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