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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聚日 焦

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筲/

当孩子们天天被摁在教室里学习， 当他们在周末和节假日被安
排参加各种培训班的时候， 他们有兴趣吗？ 让学生在教室之外的广
阔天地获得生存发展的能力， 才是教育的价值所在。

隰 详见第二版

别把学生培养成“套中人”
【评论】

各地高考加分政策正在紧锣密鼓地“瘦身”。 其中， 多地取消
体育特长生加分、 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加分等鼓励类项目， 扶
持类加分项目基本保留。

隰 详见第三版

多地加分“瘦身” 高考更拼实力
【要闻】

山东建高中公用经费增长机制
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900元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近日， 山东省财政厅、 省
教育厅联合下发了 《关于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
款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最低拨款标准为每生每年900元， 提高普通高中学校经
费保障水平。

据介绍， 这一标准为财政拨付的公用经费， 不含学
校的学费、 住宿费收入， 根据学校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
一、 二、 三年级在校生人数拨付。 同时， 山东鼓励各地
参照公办标准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拨款， 普通高中公用
经费各地原拨款标准高于省定拨款标准的， 不得降低标
准。 以后年度， 山东省将适时提高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建立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

山东规定， 普通高中的公用经费用于学校日常运转
支出， 不得用于人员经费、 基本建设， 其中， 教师培训
费由学校按照不低于年度公用经费总额的5%安排。

彭丽媛出席“艾滋病/ 结核病
防治宣传校园行”活动

新华社海口3月29日电 （记者 李斌） 国家主席习
近平夫人、 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
彭丽媛29日来到海南大学， 出席“艾滋病/结核病防治
宣传校园行———走进海南大学” 活动。 来华出席博鳌亚
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赞比亚总统夫人埃斯特、 盖茨基
金会主席比尔·盖茨和部分驻华使节、 国际组织驻华代
表也出席活动。

活动开始前， 彭丽媛同比尔·盖茨举行会见， 充分
肯定盖茨基金会在促进全球健康、 推动同中国公共卫生
合作方面所作贡献， 希望基金会同中方深化在公共卫生
领域的合作。

随后， 彭丽媛同埃斯特、 比尔·盖茨等走进学校礼
堂， 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 彭丽媛和来宾们观看了大学
生志愿者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亲善大使等共同参
与的“关爱自己 远离艾滋” 主题班会等表演。 比尔·
盖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人先后致辞。 彭丽媛参与拍
摄的艾滋病反歧视公益短片 《永远在一起》， 展示志愿
者风采的舞蹈 《美好青春我做主》， 以及体现关怀受艾
滋病影响儿童的音乐情景剧 《圆愿小屋》， 感动了在场
的所有人， 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响起。

活动结束前， 彭丽媛和贵宾们一起走上舞台， 把象
征反歧视的红丝带装点在艾滋病/结核病防治宣传校园
行活动旗帜上， 并在旗上签名， 鼓励青年志愿者传递关
爱自身、 消除歧视的理念。

“美好青春我做主” 全国艾滋病/结核病防治宣传校
园行系列活动于2014年世界艾滋病日在北京大学启动，
旨在通过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参与和互动， 广泛传播
防治艾滋病、 结核病的知识。 此前， 该活动已经走进3
所高校。

从“负担”到人才，一“训”之遥
———新疆阿克苏地区“两后生”职业技能培养路径探析

■本报记者 蒋夫尔

“过去， ‘请’ 都很难把他们
‘请’ 到学校去， 如今， 只招4000
人， 报名的却有7000多人， 他们
都不想失去这个难得的培训机会。”
日前， 新疆阿克苏地区有关部门负
责人这样对记者说， “面对一年一
度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 再也没有
人愿意错过了。”

这位负责人口中的“他们”，
指的是初中、 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
学业 ， 回到农村的“两后生”。
“两后生” 们有的外出打工， 有的
留在家里务农， 由于没有一技之
长， 他们往往被视为农村的“负
担”， 甚至是“不稳定因素”。 新疆
阿克苏地区着眼长远算大账， 有针
对性地对“两后生” 实施整建制职
业教育培训。 此举确保了“两后

生” 们回到农村， 能成为新型农
民； 留在企业， 是合格的产业工
人； 掌握一技之长后， 能脱贫致富
实现自我发展。 仅此一招， 阿克苏
就让农村所谓的“负担” 变成了人
才。

1.2万名“两后生”
改变命运

“我出生在偏远的农村， 初中
毕业后什么都不会， 待在家里被父
母唠叨， 在外面被村里人瞧不起。”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农村的“两后
生” 艾米肉拉·毛拉买提， 日前在
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

“那个时候， 总觉得自己是个‘负
担’， 对前途很迷茫。”

如今， 艾米肉拉·毛拉买提说
起了流利的普通话， 还掌握了一门
技术。 原来， 正当他感到迷茫的时
候， 恰逢阿克苏地区“两后生” 整
建制学制教育和培训工作启动。 就
这样， 他成为了新疆机电技术技师
培训学院的一名学生。 家在农村的
他， 不仅不用交学费， 还有生活补

助。
艾米肉拉·毛拉买提告诉记者，

刚到学校时， 他连一句汉语都不会
说， 如今， 在专业授课教师、 技师
师傅、 辅导员手把手地传授下， 他
变成一名熟练掌握机床切削专业高
级技工， 还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 艾米肉
拉·毛拉买提说。

据介绍， 阿克苏地区首批一次
性就培训培养了3800多名“两后
生”。 如今， 他们都走上了工作岗
位， 开启了人生新征程。

阿克苏地区在初、 高中毕业未
升学学生中实施“全免费、 再补
助” 的“就业式、 预科制” 教育培
训就业工程， 一举把农村的“人力
负担” 转变成了“人力资源”。

记者了解到， 3年时间， 阿克
苏累计投入近2亿元资金， 选送
12326名“两后生” 在30所职业院
校和技工院校的106个专业进行技
能培训。

阿克苏地委副书记、 行署专员
麦尔丹·木盖提告诉记者， 阿克苏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要达到“培养
一人、 就业一人、 带动一人、 稳定
一片” 的效果。

政府主导高位推动免
费培训

与一般的职业技能培训不同，
阿克苏采取的是整建制、 全脱产培
养培训， 相当于让这些“两后生”
重新接受职业教育。 而所需培养人
数之多， 前所未有， 这其中的难度
可想而知。 谁来主导？ 如何做？ 这
成了摆在阿克苏地区党政领导面前
的难题。

2011年7月， 阿克苏地委、 行
署高规格举行了“两后生” 整建制
学制教育培训和就业工程启动仪
式， 当年就组织了5087名“两后
生” 在疆内技工院校接受学制教育
培训。 同时， 成立了由19个部门
组成的“两后生” 整建制学制教育
培训和就业工程指导委员会， 由地
委书记担任主任， 行署专员任常务
副主任， 5名地委、 行署领导担任
副主任， 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机

构， 高位推动此项工作的顺利实
施。

阿克苏地委书记窦万贵说， 在
培训“两后生” 这个民生工程问题
上， 阿克苏地区四套班子成员的思
想高度统一， 一致认为对“两后
生” 要进行整建制学制教育免费培
训， 即使财政压力再大也要做， 即
便少干一个工程也要毫不动摇地搞
好培训。

如何把这些“散落” 在农村的
“两后生” “请” 到学校， 是个不
小的难题。 从学校出来时间长了，
有的“野” 惯了， 重新回学校读
书， 恐怕难度不小。 为此， 阿克苏
地区按照“政府牵头、 县乡组织、
学校承办、 市场运作、 部门监管、
家庭支持、 学员参与” 的原则， 分
类实施， 因材施教， 多方联动， 一
步一步克服了困难。 如今， 一批批
“两后生” 走进了30多所职业院
校。 学制期限一般为2至3年， 培
训所需食宿、 教材等费用由地、 县
两级财政全部承担。

（下转第二版）

上海推进学校规范化管理
今年完成中小学幼儿园章程制定

本报讯（记者 董少校）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上海市
中小学依法治校工作推进会暨虹口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现场会上获悉， 上海将全面推进学校规范化管理，
2015年全部完成中小学、 幼儿园章程制定与核准工作。

据介绍， 上海市教委将总结虹口、 黄浦等区县“一
校一章程” 建设的创新经验， 研究制定中小学、 幼儿园
章程参考文本。 针对章程建设基础薄弱的区县， 组织专
家培训， 指导区县教育局及中小学推进章程建设。 上海
要求其他区县全面启动中小学章程制定与核准工作， 在
今年将全部完成章程制定与核准工作。

上海还在本市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中开展市、 区二
级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 制定“依法治校示范校”
指标体系， 明确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标准， 引领提升依
法治校工作水平， 中小学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也已
启动。

新疆支持大学生开“网店”
提供就业政策支持服务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记者日前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有关部门获悉， 今年起， 在电子商务网络平台上注
册“网店” 的创业大学生， 将被纳入自治区就业政策支
持服务范围。 自治区将结合“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扩大政策扶持范围， 做好创业服务， 帮助落实小额担保
贷款、 税费减免、 场租补贴等政策， 培育扶持一批有创
业愿望的高校毕业生实现创业。

新疆今年还将力促有就业意愿的历届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 各类基层服务项目期满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参
加就业见习和公益性岗位期满的高校毕业生实现稳定就
业。

据了解， 2015年， 新疆大中专毕业生达7.5万人，
自治区将采取6项措施， 促进毕业生就业， 力争就业率
不低于85%。

校园足球赛 爸妈一起来
本报讯（记者 熊杰）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湖

里区康乐小学今年的足球赛季拉开序幕。 学校组织
的家长队也来到校园， 给孩子们献上一场精彩的足
球比赛。

康乐小学校长胡慧玲说， 让家长到学校陪孩子
踢球， 是为了让家长也爱上足球， 懂得体育锻炼的
重要性， 从而支持孩子踢球， 同时， 也能增强学校
的足球氛围。

目前， 康乐小学有48支足球球队， 每班都有
男、 女两支队， 每队12人。 足球赛踢的是五人制
足球， 每年比赛持续一个多月。 早在2002年， 康
乐小学就举行了第一届校园足球赛， 推动者是学校
的体育教师肖佳川， 她是原福建女足队员。 今年的
校园足球赛已是第六届了。

考虑到实际， 康乐小学的五人足球赛每场只有
15分钟， 男、 女足球队的成绩相加， 便是这个班
级的成绩。 从去年开始， 学校还增加了“亲子足球
赛”， 由一、 二年级学生的家长组成五人足球队参
赛。

厦门市教育局体卫处处长洪建军说， 校园足球
重在普及， 家长参与， 社区居民观看， 才能真正让
足球“流行” 起来。

图为家长陪孩子一起踢球。

大学校园开放 让渡要有限度

■廖德凯

近日， 大学校园在向社会开放
过程中不时出现一些令人不愉快之
事， 如开放停车、 开放食堂、 开放
体育场馆带来一系列问题。 而最引
人关注的是武汉大学成为“珞珈山
公园”， 部分游人在“公园” 里的
不文明行为， 在校园内外引起热
议。 校园到底该不该开放？ 如果开
放， 应如何开放？ 游客在校园里应
有怎样的行为准则？

校园该不该开放其实并不是问
题。 问题在于在开放校园及其设施

过程中， 掺杂了许多与教育无关的
东西： 对社会舆论的过分迎合、 经
济利益的驱动等。 可以说， 许多大
学校园在开放过程中渐渐忘记了为
何向社会开放、 开放的边界在哪
里、 怎样在开放中找到真正的平衡
点。 当一项措施忘记了当初的目
的， 一旦面对新问题， 难免在校园
管理上束手无策， 也给人营造了想
象的空间。

校园开放的目的在于教育本
身。 对校外人士来说， 感受高校的
学习和学术氛围、 教育投入见到的
成效， 抑或感念逝去的青春岁月、
引发终身学习的动力和激情， 带着
孩子同游校园， 让孩子对高校心向
往之， 在体育场馆和高校师生一起
交流锻炼， 都是开放大学校园的目
的所在。 也就是说， 游客并非观赏

风景的局外人， 而是高校开放中的
学习者、 受教育者。 对大学而言，
开放校园是与社会交流互动的一种
有效方式———开放校园既是高校所
应承担的一定社会责任， 也搭建着
与社会良好互动的平台。

只有当社会、 教育者与游客都
不忘校园开放的目的与意义， 开放
校园才不会迷失在“公园”与“游客”
的现实管理窘境中，迷失于“商家”
与“消费者”的畸形市场关系中，开
放校园也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与开
放的价值。 而当前开放校园带来的
问题， 根源恰恰在于大家都忘了开
放校园的目的， 校园与进入者的关
系成为“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
“公园”与“游客”的关系，或者“公共
场所”与“纳税人权利”的关系。

于是，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让

渡权利” 说。 此说认为， 按照公民
和国家之间关系， 凡纳税人皆应一
律平等地享受政府公款设置的各种
公共场所、 景点及服务。 因此， 游
客有权利到武大赏樱。 但由于武大
是大学， 因此应节制甚至部分放弃
自己的赏樱私权。 这一观点得到许
多人的认可， 在于其既认可了游客
的权利， 又提出了大学校园的特殊
性。 遗憾的是， 这一观点虽然用了
正确的理论， 但并未得出正确的结
论。

公立大学属于政府出资建设的
公共服务部门， 自然应由纳税人平
等享受。 但纳税人平等享受的是大
学提供的受教育权， 而不是作为游
客的游览权。 作为游客， 赏景的权
利应当到专门设置的公园等场所去
实现。 公共服务部门有明确的功能

设置， 如果超越了这个设置界限，
其服务的水平效率必然受到极大影
响。 就如同再美的医院也不能成为
公园， 再美的校园也只能提供教育
相关的产品。 如果不厘清这一关
系， 类似的问题依然不可能得到根
本解决。

因此， 校园对外开放的问题，
并不是纳税人放弃或限制自己权利
的问题， 而是学校根据教育的需
要， 如何与社会保持适度融合交流
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主导权在于学
校， 而不在于游客。 校园美景与社
会共享， 校园部分资源适度开放，
这是学校与社会的交流互动， 是主
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但是， 当这种
交流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时， 则必须果断采取措施进行修
正。

评中教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