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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是广东省一级
学校，全国首批13所具有保送生资格的外
语学校之一。学校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现有
小学、初中、高中、国际部学生共5800余
人，占地面积 320 亩。为落实学校发展战
略，现面向全国引进高中各学科“名师”！

一、录用条件
特级教师，中学正高级教师，省级以上优秀

教师、市级以上教育专家、名教师，省、市学科
带头人。

二、岗位要求
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师表风范，专

业厚实，对我校教育教学具有指导作用。

三、工资待遇
年薪30万—50万元。

四、报名条件及方式请见学校网址：
（www.gwdwx.com） 或官方微信

简简历投递邮箱历投递邮箱：：gwfxzp@gwfxzp@126126.com.com
联系人联系人：：赖老师赖老师
电电 话话：：020020——3624651836246518 3624752836247528
地地 址址：：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一路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一路599599号号
邮邮 编编：：510450510450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诚聘“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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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
我是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的

家长，前年我曾经就孩子作业量
过重向教育部门投诉过，对方很
快回复并跟孩子所在的学校沟
通，减少了孩子作业量。

但是，时间过去没多久，我
发现，学校布置的作业确实少
了，孩子晚上做作业时间也明显
缩短了，但孩子回家总是追着要
我给他多报几个校外培训班。

起初，我和他爸爸很不理
解。因为，孩子读小学二年级
时，我们就曾给他报过一个数学
思维训练的课外培训班，每周3
次课，每次一个半小时。学了不
到一个月，孩子说什么也不愿再
去学了。问原因，孩子说，老师

每次上课都是先考5道题，每道
题2分，考完立即出成绩，并给
满分同学拍照，然后上传到培训
班的班级群里，孩子感觉压力很
大。

原本并不喜欢上培优班的孩子
为什么突然主动要求我们多帮他报
校外培训班呢？几天后，孩子有些
焦急地说：“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
报了三四个培训班，每天课间，我
的几个好朋友都在赶着做培训班的
作业，就我没有作业做，他们还常
常模仿老师的样子，笑话我不爱学
习、成天只知道玩。”

为了安慰孩子，我们还是根
据他的要求，勉为其难给他报了
奥数、英语和作文3个校外培训
班。但是，每次我们把孩子从学

校接回，又急急忙忙送进培训机
构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我们上
学的年代。那时虽然学习也很紧
张，但在校期间，我们可以学篮
球、足球、兵乓球、音乐、美
术、书法等课程。

而现在，有些能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的课程却转移到了校外，
变成了校外培训机构挣钱的招
牌。所以，我深感这一代学生实
在是太可怜了，更觉得喊了多年
的减负还是没有抓到问题的关
键。

我们希望，国家和社会要高
度重视这个事情，建立一种长效
机制，不能校内减负，校外又增
加孩子的学习负担。

■一位小学生家长

一位小学生家长给本报来信呼吁：

不能校内减负校外加

本 报 北 京 3 月 6 日 讯 （记
者 王强）“目前全国各级各类人
才计划有近百个，人才项目种类
多、各部门之间的定位不够清
晰，亟须归口统一管理。”在今天
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教育
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
员、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的
话，得到不少委员的认同。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地
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面向国际国
内高层次人才的重点支持计划，
如中组部牵头实施的“千人计
划”，教育部牵头实施的“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牵头实施的“杰青”等。
“但是，有些人才项目种类较

多，在部门内的层次可能是清晰
的，而不同部门之间的定位却不
太清晰。”丁烈云说。

除了项目种类多，还有一个
现象，就是管理分散、重复支
持。丁烈云说：“一些人才为了获
得不同部门的支持，花费大量时
间、精力用于重复申报各类同层
次人才计划，以争取更多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近 10 年“杰
青”获得者约1930人，其中530多
人同时是“长江学者”。“长江学者”
青年项目共实施两批443人，其中

有247人同时入选“优青”或“万人
计划”，重复资助比例高达55.8%。

这 种 局 面 还 带 来 另 一 个 问
题：由于拥有国家“人才头衔”
的学者稀缺，有的用人单位将

“人才头衔”变为“人才定价依
据”，“人才头衔”越多越高，享
受到的待遇也就越高。地区财政
经济条件好，人才的待遇就越
高，造成了人才的不合理流动。

“以上问题如果不解决，人才
项目的实施可能有违设计初衷，
影响学者潜心搞研究、做学问。”
丁烈云说。

为此，丁烈云建议，有必要

加强对各类人才项目的统筹管
理，建议按党管人才的原则，由
中组部牵头，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全面统筹整合现有各类人才
计划，进一步明确各类人才之间
的合理定位、层次、支持方式和
支持力度，构建科学规范的人才
管理体系。

丁烈云还建议，要完善人才
评价考核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
力，对重要的人才计划入选者，
弱化短期、硬性的论文考核指
标，延长考核周期，鼓励长线研
究，更加注重学术水平和实质贡
献的考核。

人才项目种类杂、重复申报浪费多，全国政协委员丁烈云呼吁：

人才计划亟须统一管理

3 月 6 日，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国门小学教师鲍红艺 （右） 对同事
说，她最高兴的事是近年来国家在教育上推出了很多政策，基层教师待遇提高了，职业教
育投入增大了，边疆教育教学条件改善了，“现在越干越有劲儿”。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鲍代表的高兴事

减负

两会两会点题点题

点题的话
减负是一个“老大难”

的问题。今天刊发的是一位
学生家长的来信，反映了

“学校减负，社会加负”的
现象。我们将会把这一问题
带到两会上，请代表委员广
泛讨论、建言献策。

教育公平 城乡携手同跨越
【两会长镜头】

➡详见第五版

“办好公平优质教育”，这是
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为教
育事业改革发展划定的“关键
词”。梳理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有关教育的关键词，从 2014
年的“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到2015年“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
质量提升”，再到“发展更高质量
更加公平的教育”，我们发现，教
育改革发展的焦点越来越凝练，
聚集到公平和优质两个关键词上。

教育公平，历来被看作是社
会公平的基石。“把发展的硬道理
更多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这
句话是李克强总理亲自加进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话，再次诠释了顺
应人民期待、创造人民福祉的执
政情怀。

“我要为教育呼吁三点”，3
月 5 日，四川代表团集中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四
川省省长尹力 10 分钟的发言里，
提了 4 条建议，涉及教育公平的
就 有 3 条 ， 解 决 “ 大 班 额 ” 问
题、民族地区大凉山教育、高考
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倾斜。

在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
对如何充分发挥教育公平的社会
属性，增进人民福祉，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困扰公平的顽疾该
怎么根治

今年到北京开两会，吉林省
教育厅副厅长潘永兴有个明显的
感觉，会场里以前说起教育“面
红耳赤，摆出家长身份来指责”
少多了。从会内到餐桌上，谈起
教育，大家的态度变成了“温和
的建议”。潘永兴解读这种态度的
转变，是对这几年推进教育公平
工作的“褒扬”。

但并不意味着教育话题变冷
了。两会前，几家新闻网站两会
热点调查中，“教育公平”均名列
前茅。从一张张网友投票中，不
难看出家长们对孩子能否上好学
校的焦虑，对学校不分“重点
班”的期待，对中西部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的期待⋯⋯

在北上广，为了求得一张名
校入场券，不少家长都加入“学
区房”争夺战。全国政协委员、
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对
此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俞敏洪建
议调配小学教育资源，缩小学校
之间的差距。“老百姓在同一个城

区享受公平教育资源，是应有的
权利。”俞敏洪说。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

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
泓铭认为，破解“择校热”，除从
教育方面着手，也要推动房地产
回归民生属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
长刘长铭说：“老百姓对教育公平
不满意，主要是对公办教育不满
意。公办学校差距那么大，老百
姓当然不满意，大家交的钱都一
样，凭什么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
均衡？据我所知，有的小学花几
个亿去建设。公办教育要提供均
衡化的教育产品，要得到特殊的
教育就走市场化的道路，去选择
民办教育。政府想把什么事情都
管起来，实际上是管不好的。”

在东部，家长依旧要为“择
校”分心劳神。在中西部，学位
短缺和“大班额”并存。公平依
旧重任在肩。

在四川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
乡阿土勒尔村，这里的孩子需要
徒手爬 800 米悬崖上下学，才能
到山下学校求学。如今这条艰难
的上学路变得“拥挤”。“悬崖
村”阿土勒尔村共有 15 个 6 岁至
15 岁的孩子在山脚下的勒尔小学
上学，仅30多岁村民陈古吉家就
有5个孩子上学。

省长的忧虑已变成现实。全
国人大代表、四川美洋洋双语幼
儿园董事长兼园长潘成英正是来
自凉山州，学前教育学位的紧张
已经刻不容缓：“凉山州有公办园
79 所，在园幼儿 29262 人；民办
园 423 所，在园幼儿 64461 人。
民办教育撑起了学前教育的半边
天，但是民办园什么时候能享受
到与公办园同等待遇？”

东西部、城乡之间教育资源
的高低“水位差”天然存在，潘
永兴建议把这个问题装进“中西
部省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
革”的篮子里解决，“从师资队伍
和公用经费两个方面同步发力，
既不能‘削峰填谷’，更不能‘顾
此失彼’”。

公平大伞如何覆盖
更多儿童

“就读普通学校的残障儿童家
长中，有 27%表示有被要求退学
的经历。”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明
尚公益基金秘书长李欣蓉抛出了
一份覆盖23个省份的随班就读抽
样调研数据，让很多代表瞠目。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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