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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参观《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时强调

牢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历史
万众一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观展览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

霍小光 华春雨） 在全民族抗战
爆发78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
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7日前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 参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主题展览 《伟大胜利 历史贡
献》。 他强调，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要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 牢记
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
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

功勋， 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
珍视和平、 警示未来， 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维护
世界和平， 万众一心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
山、 张高丽参观展览。

下午3时20分， 习近平等领导
同志来到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馆前广场上，
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一年

前由习近平总书记揭幕的“独立
自由勋章” 雕塑熠熠生辉。 习近
平等领导同志拾阶而上， 步入纪
念馆序厅， 并依次从花台上拿起
鲜花， 敬献在象征中华民族团结
抗战的大型浮雕 《铜墙铁壁》 前。

随后， 习近平等走进展厅参
观展览。 展览以“铭记历史、 缅
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为主题， 通过1170幅照片、 2834
件文物和大量视频影像， 全景式
展现了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炮
火共赴国难， 英勇抵抗日本军国

主义侵略的光辉历史， 突出表现了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
用， 反映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不可
磨灭的贡献。

赵一曼留给儿子的诀别信， 再现
全民族抗战爆发场景的巨幅“半景
画”， 记载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优良
传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 中
国共产党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示意
图， 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
献示意图， 苏联对华援助和军事合作
的珍贵史料， 中共七大会场复原景

观， 反映中日关系发展和中国人民缅
怀先烈铭记历史的文献……一幅幅图
片、 一张张图表、 一件件实物、 一
段段视频， 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
志的目光。 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
观看， 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 并
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
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
委委员，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和北京市负责同志等参观了展览。

南昌高考替考事件查处42人
22名公职人员涉案

本报南昌7月7日讯（记者 徐光明）江西省教
育厅今天通报了“6·7”南昌高考替考舞弊案调查结
果。 通报称，此次替考案件已基本调查清楚，目前共
处理各类人员42人。 其中，6名替考组织者及中介人
员由公安、 检察机关立案查处；7名被替考考生和7
名替考者， 按教育部第33号令及相关规定进行处
理；涉案的22名公职人员分别给予相关处分。

江西省教育厅介绍， 此次高考替考事件是一起
由外省替考组织在网上招揽高校在校学生或已毕业
学生， 通过请托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教师和社会
中介人员， 串通南昌市东湖区、 青云谱区招考办及
医院有关工作人员， 弄虚作假， 为外省籍考生在江
西违规报名、 体检， 从而实施替考的有组织、 有预
谋的高考舞弊案件。

通报称， 马某波、 马某福、 赵某国、 李某山
（均系山东菏泽人， 无业） 等4名高考替考组织者，
因涉嫌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 中介人员李某炎 （江西万年人， 无业） 因涉嫌
行贿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中介人员杨某起 （山
东菏泽人， 无业） 的涉案行为， 公安机关正在调查
审理中。 （下转第三版）

“大学是一个民族
的灵魂和炼钢炉”
———中南大学见义勇为现象解读
■本报记者 阳锡叶

近年来， 中南大学师生见义勇为事件不断涌
现， 为什么这么多的救人事迹发生在中南大学师生
身上， 成为一种现象？ 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南大学师
生， 试图找出背后的原因。

“一种文化积淀一种品格， 优秀品格
才能涵育高尚行为”

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说： “正如一位网友
所评论， 一种文化积淀一种品格， 优秀品格才能涵
育高尚行为。” 在采访中， 师生们说得最多的就是

“知行合一、 经世致用” 的校训和“向善、 求真、
唯美、 有容” 的中南精神。

“湖湘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民族利益高于个人
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
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 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
命感。” 师生们告诉记者， 在100余年的办学历史
当中， 中南大学扎根于深厚的湖湘文化， 涌现了许
多为国家、 民族奋斗终身， 甚至不惜生命的大师与
教授， 他们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南人。

“我是博士期间才慕名来到中南学习的， 现在
我还依然记得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
讲述中南文化、 中南精神的情景。 每一位中南学子
从入学起就在校训的警醒下学习、 生活。” 参与营
救落水农妇的博士生杨杨说， “当时的行为是本能
反应， 但这和平时学校的教育分不开， 长期的教育
使我们心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早已扎根， 知行合一
是学校对每一位中南学子的要求与期盼， 已经成为
我们心中的信念。”

“学生受关爱， 才能确保形成健康人
格和正确价值观”

近年来， 针对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南
大学进行了“教授治校” “教授必须上讲台”

“24小时对学生开放实验室” “破格提升22岁教
授” “教授可提出自主设置二级学科” “青年学者
可招收指导博士生” 等改革。 （下转第三版）

工程硕士混合式教学项目启动
计划3年建设上百门在线课程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 万玉凤） 全国工
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今天宣布启动

“推进工程硕士在线课程建设， 实施混合式教学模
式项目”， 计划从2015年到2018年建设上百门在线
课程， 首批32门在线课程将于今年9月通过“学堂
在线” 正式发布。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张淑
林介绍说，计划建设的在线课程分为公共课、领域核
心课、领域专业课和领域特色课，基本覆盖40个工程
领域，将探索线上与线下、课堂与实训、院校教师与行
业专家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40余万在学工程硕士研究生、 广大工程技术和
工程管理人员都可免费上网学习这些课程，还能通过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获得学分，甚至学位。

目前，教指委已从第一批60多家培养单位的400
余门申报课程中， 挑选出32门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在线课程。 今年秋季，将启动第二批在线课
程。 今后3年，每学期都将有一批在线课程正式发布。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于1997年设置，目前设有40个
工程领域，共计407个培养单位，每年招生16万余人。

继承先辈遗志
自强勤学报国

7月7日， 北京市佟麟阁中学学
生在坐落于校园内佟麟阁将军塑像
前宣誓，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
年， 以此铭记历史， 扬荣拒耻， 勤
学报国， 振兴中华。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赶考现象又趋热，名牌初中参评学生和招生计划比例达14∶1——

“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卡在哪儿

■仇逸 郑天虹 凌军辉

近日， 南京一所名校的“小升
初” 考试， 上千名家长蜂拥送考的
震撼场面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这
次考试中， 约2530名考生竞争320
个名额。 而在此前不久， 郑州也有
近4万小学毕业生争先恐后为进入
名牌中学参加考试。

近两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一
直在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
入学， 但“新华视点” 记者在广
州 、 上海 、 南京等城市调查发
现， 多地仍频频出现“小升初”
赶考现象， 一些民办名牌初中和
外语学校更成为择校的热门之
选。

为规避政策考试花样翻新
从2014年至今， 教育部门出

台了一系列措施， 推动“小升初”
免试就近入学， 破解择校难题。 全
国各地也大力规范“小升初” 招
生。 如北京取消共建， 实行划片入
学， 广州叫停公办外国语学校和民
办初中笔试招生。可是，今年各地的

“小升初”还是出现了各种乱象。
——— 一些民办初中为“掐尖”

举办考试。
在郑州， 近4万小学毕业生参

加了6月27日、 28日举行的郑州市
区民办初中“小升初” 阶段性评
价， 一些热点民办初中的参评学生
和招生计划的比例高达14∶1。

在广州， 教育局规定， 民办初
中必须从7月1日起接受报名。 然
而在此之前， 很多民校已经开始
“暗招”。 一些家长告诉记者， 多数
民校根据各类杯赛的排名招收学

生， 还有一些则借助培训机构组织
考试进行招生。 早在6月25日前
后， 很多孩子已经收到热点民校的
录取通知。 到了7月1日， 一些违
规提前招生的民校再把已经选定的
苗子叫回来“走走形式”， 完成注
册交费。

———外语类学校成政策“例
外”。 7月4日， 2015年南京外国语
学校英语能力测试开考， 2500多
名小学毕业生报名竞争320个名
额。 记者在现场看到， 测试采用全
英文考题， 涉及小学语文、 数学、
英语、 科学、 信息技术、 音乐、 美
术等课文内容及知识， 录取比例约
8∶1。 外国语学校的招生特权成
为阻碍教育公平的最后堡垒之一。

———变相“考试” 花样翻新。
广州自去年开始叫停民办初中“联
盟考”，要求改为面谈。广州市教育
局民办教育处一位处长说， 面谈时
不能出现考试的内容，哪怕是“一加

一”这样的题目都不允许。但一些民办
学校在面试中还是用原来笔试出的那
些题目，只是需要口头答题。

上海一位今年升入某民办初中的
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小升初’ 起
决定作用的还是孩子在四五年级的学
业等级、 竞赛成绩等， 如果不是‘全
优’， 没有证书， 连面谈的资格都没
有。”

“升学率” 成择校热最大动力
据记者调查， 一些公立名校和民

办学校在中考上的“优异” 表现， 使
得“小升初” 的择校热动力十足。

上海陈女士的女儿去年就近进入
一所普通公立初中， 虽然上初一的女
儿在班级里成绩优异， 但陈女士夫妇
依然忧心忡忡。 “很多人告诉我， 进
了普通初中， 即便学得再好也很难升
入重点高中， 更难考上名牌大学。”

而一旦进入名牌学校则完全不
同。 “进入南京外国语学校就是未来

前途光明的保证。” 家长丁女士告诉
记者， 进入“南外” 初中就有很大几
率能进“南外” 的高中部， 而“南
外” 本部高中一年毕业生400多人，
其中200人保送， 200人出国， 只剩
下几十个学生需要参加高考。 “有保
送、 出国、 高考‘三保险’， 家长怎
能不趋之若鹜？”

通过招揽优质生源， 一些民办初
中的中考成绩日益突出， 反过来进一
步成为家长和学生的热门选择。 上海
虹口区一名校长表示， 民校有招生自
主权， 使优秀学生在民办学校相对集
聚。 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现象， 使
很多民办初中在中考成绩上优于公办
初中，引发家长疯狂择校。而部分公办
初中由于不满意这种生源选择上的劣
势，也会采取设定特长班、兴趣班等方
式参与生源的争夺。“这样一来， 免试
就近入学就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下转第三版）
相关评论见二版

今天的义务教育学校，如何更好地去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
而不是一味地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 这一点很值得学校管理者
深思。 隰 详见第二版

【评论】

美国大学为学生开办创新创业课程和学位项目， 提倡体验学
习和应用学习， 并通过人事激励政策和奖励认可制度来鼓励教师
创新创业。 隰 详见第十一版

【环球】

免试入学不该有“特区” 创新创业 美国高校这么做

视中教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