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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比分数更重要
■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茆琛
近日， 重庆高考文科“状元” 何某民族

成分造假一事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对于网络
舆论的批评之声， 何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我其实根本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爷
爷、 奶奶都在包帕子、 背背篓， 我认为这就
是土家族的特征。” 其父亲何业大虽然承认
错误， 却表示更改民族成分是他妹妹所为。

尽管何某凭借“裸分” 获取了重庆市高
考文科第一名， 但他更改民族成分的事实，

却招来了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 诚然， 更改

民族成分， 很可能是他家人所为， 但对一位
高中毕业生来说， 更改民族成分所带来的高
考成绩加

２０

分的好处， 他不可能不知晓。 如
果面对批评依然推卸责任， 他如何得到全社
会的原谅？

既然学习比较好， 为什么还要在民族成
分上造假？ 有人说， 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也有人说， 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何某的家人怀着侥幸心理造假加分， 希
望孩子的成绩更上一层楼， 殊不知这种
行为破坏了高考的公平原则， 伤害了众
多学子的利益。

只有大家都讲诚信， 社会才能健康
发展。 对于一名学生来说， 其诚信度的

分量应该远远胜过分数。 真心希望何某能
够在这次教训中认真反思自己的过错， 把
诚信看得比分数更重要， 迈过人生的这一
重要关口。 同时， 有关部门也应对不诚信
的公务员作出严肃处理， 决不能让不诚信
之风到处蔓延。

还未入学咋就成了“问题儿童”

———一位学龄儿童家长送孩子入学带来的困惑

■

本报记者 柯进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刘女士做梦也

没有想到， 自己
6

岁的儿子佳佳会在小学
新生入学测试中， 被学校指认为 “问题
儿童”， 须经医院做智力检测。

学校给出 “裁决 ” 后的这段时间 ，

刘女士痛苦万分， 甚至连续几个晚上从
梦中哭醒。 “儿子还没进入小学学习，学校
为何会将孩子列为‘问题儿童’呢？ ”

意料之外的“命运裁决书”

6

月
13

日至
14

日，是北京市小学新生入
学报名的日子。 刘女士经过再三考虑，决
定把儿子送进小区配套学校———枫丹实
验小学读书。

13

日一大早，刘女士带着儿
子佳佳去学校报名。 与所有前来报名入学

的孩子一样，佳佳在核查身份后，进入“考场”

接受学校组织的统一测试。 考查内容包括汉
语拼音、英语、数学以及背诵诗歌等。

大约
1

小时后， 佳佳跟着学校副校长孟
凡旺走出 “考场 ” 。 孟凡旺告知刘女士 ：

“你的孩子不爱跟人家说话， 建议你赶紧把
孩子送到北大六院看看病！” 两人交谈时，

佳佳就在跟前。

孟凡旺的话让刘女士感到十分震惊 。

“

6

年多了， 我从未发现儿子有什么病啊？ 带
孩子去检查什么呢？”

对于刘女士的疑问 ， 孟凡旺解释说 ：

“测试时， 孩子不愿与人交流， 估计学习上
会有困难。 建议去北大六院检测智力发展状
况。”

北大六院究竟是什么医院？ 刘女士其实
并不清楚。 但学校给出的这个 “裁决”， 却

让刘女士心急如焚。

学校到底是如何考查孩子的 ？ 走出
学校后， 刘女士一遍遍地询问儿子考试
过程 。 佳佳说 ： “我按老师要求背完
《木兰辞 》， 老师接着让我唱一首儿歌 。

当时 ， 周围很多人都在考 ， 那里很吵 ，

我刚唱了几句， 老师说我声音太小， 听
不见， 让我再大声点。 然后， 我就没唱
了。 后来， 老师就把我带出了考场。”

刘女士越想越纳闷 ： 平时在家能把
一篇 《木兰辞》 完整背下来的儿子， 怎
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6

月
15

日一大早， 刘女士夫妇带着儿
子赶到北大六院。 挂号后， 医生首先对
佳佳进行了韦氏量表测试。 测试结果显
示： 智商

53

， 合作程度为 “欠合作”。 随
后的比奈测验结果是： 智商

81

， 合作程度

为 “合作”。

同样一个孩子 ， 两种不同的测试工
具， 结果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 翻开当
天北大六院出具的儿童感觉统合能力发
展测试报告， 记者看到， 佳佳的 “触觉
防御及情绪” 指标正常， 学习能力发展、

大肌肉及平衡感、 本体感及身体协调等
3

项指标轻度失调。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 佳佳
是否真如学校此前所说的属于 “学习上
有困难” 的孩子？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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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雕作品争奇斗艳
■

本报记者 龙超凡
6

月
28

日，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职组
烹饪比赛在天津青年职业学院举行。

上午
11

时许，比赛场馆内外人头攒动，

人声鼎沸。 不少代表队正将已做好的烹饪
作品摆在评委面前，评委们正细细地品味
样品，不时低头在表格上写画着。

评委们打完分后，一件件作品端到展
厅，每件作品一“出炉”便引来众人的围观

和拍照。 各代表队纷纷亮出的果蔬雕，或
栩栩如生，或制作精巧，或想象奇特，或美
不胜收。 福建代表队制作的果蔬雕作品
“金玉满堂”， 两只巴掌大小的雌雄小金
鱼，刀工细腻，模样可爱，活泼欲跳，令参
观者赞不绝口。

厦门代表队制作的果蔬雕作品 “相
思芭蕉”， 体现了浓郁的海岛风情； 宁波
代表队的 “有凤来仪”， 精致地展现了凤
凰的美； 上海代表队的 “舞” 等果蔬雕
作品均耐人寻味， 让人夸赞。

正在观赛的福建福鼎职业中专学校
校长曾呈崧告诉记者：“各代表队参赛作
品的水平一年比一年高，师生在比赛中也
提高了烹饪本领。 另外，通过比较参赛作
品，还可发现学校在烹饪教学、设施上的
不足，对今后提高办学质量益处不小。”

38家企业现场招聘人才

技能大赛拉近校企距离
■

本报记者 时晓玲刘琴李丹
6

月
28

日上午 ， 记者走进大赛主会
场———天津国展中心 ， 看见右手边立着
一个醒目的红色展板， 上面写着

2009

年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各企业招聘名录： 天津
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需要数控机床装备、

调试与维修数名， 月薪
1500

元……

举办企业现场招聘 ， 是本届大赛的
一项创新举措。 作为东道主， 天津近水
楼台先得月。 该市规定， 大赛前

3

名的选

手只要有意落户天津， 就可以解决户口
问题。

天津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此举一经推
出，就得到企业人士的积极响应。 截至目
前，该市已有

38

家企业参加现场招聘。

企业老总现场选“千里马”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赛场 ， 高职
组产品造型设计及快速成型项目比赛正
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现场选手的一举
一动不仅吸引着裁判的目光， 同样也吸

引着观摩团成员的目光。

这些观摩团的成员大部分是企业的
老总和负责人， 他们亲自到各个比赛现
场 “招兵买马”。

在数控铣床旁边 ， 天津市欧洲通电
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长生正聚
精会神地观察一名选手切削钢材， 他准
备从这个比赛项目的选手中招聘几个人
到自己的公司 。 “我们不一定要冠军 ，

只要他的技能水平适合我们公司就好。”

孙长生说， 平常招聘人才时， 只能根据
学生的简历进行大致判断， 很少能看到
他们的实际操作技能水平， 比赛现场可
不一样， 选手们的工艺和技术水平一目
了然， 让企业眼见为实。

与历届大赛不同，今年的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更加注重引导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的交流与对接。 大赛
组委会规定，企业可以作为观摩团成员进
到各个赛场， 只要有中意的参赛技能选
手，就可以锁定目标，甚至赛后直接签约。

（下转第三版）

【大赛观察】

浙江绍兴县创新培训方式

特级教师上课“现场直播”

山区教师不再“东奔西走”

本报讯（记者 朱振岳 通讯员
吴立云） “一个上午我就听了

3

节特级教
师的课， 真是过瘾。” 日前， 坐在多媒体
教室电脑前的浙江省绍兴县富盛镇中心
小学教师韩跃进， 合上记得满满的听课
笔记本后， 很是满足。

如今， 绍兴县的教师若要向优秀老
师 “取经”， 再也不用 “东奔西走” 了，

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就可以实现这一愿
望 。 这是绍兴县为推广优质教学资源 、

促进教师间相互交流， 于近日推出的一
个新招。

据了解， 作为浙江省的首批教育强
县， 绍兴县虽然有一批响当当的名牌学
校， 但教育资源在全县范围内的配置并

不均衡， 各个镇 （街） 小学的教师水平也参
差不齐。 为了让教师之间相互交流共同提
高， 以前绍兴县教育部门会定期组织教师开
展教研活动、 听优质课讲座， 但课堂地点往
往集中在城区和一些上规模的学校， 这给偏
远山区的教师听课带来很多不便， 山区教师
为听优质课就得像赶集一样 “东奔西走”，

不但耽误时间， 而且给学校带来了极大的经
济压力。

为此， 绍兴县教育局从今年
6

月开始改
变优质课教学方式， 正式推出特级教师教学
艺术展示网上视频直播， 组织全县

8

名特级
教师和县内外数十名优秀教师 “登台献艺”，

此举一经推出就引来广大教师的好评。

几天前的一个早晨， 平水镇中学的鲍亚

红老师早早地坐在了办公室电脑桌前， 准备
收看小学特级教师课堂直播。 这一天， 李文
泉、 洪志明、 金明东

3

位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的课堂教学通过网络向全县教师进行 “现场
直播”。 “像这样集中近距离聆听

3

位特级教
师的示范课， 这在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

鲍亚红一边记笔记一边对记者说。

如今， 一堂堂优质课陆续在网上开了出
来： 数学特级教师张惠民讲解 “解析几何中
的探究型定值问题”、 化学特级教师张向东
说说 “药物漫谈”、 来自嘉兴的特级教师朱
国荣上了一堂 “平行四边形面积 ” ……目
前， 绍兴县已经通过教育网直播课堂教学视
频
10

期， 开设特级教师课堂展示
25

堂， 教学
视频点击率超过

5

万人次。

打破院系壁垒探索学部制改革

北京师范大学组建教育学部
本报北京

6

月
28

日讯（记者 唐景莉
储召生） 经过充分调研 、 论证和筹备 ，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今天正式挂牌成
立， 由此在全国高校拉开了学部制改革
的帷幕。

2006

年， 北师大制定 “十一五” 发展
规划时， 明确提出了组建教育学部。

2007

年， 学校正式成立教育学部筹备工作小
组， 先后召开了

10

多次党委常委会和校长
办公会、 组织数十次专家调研和教师座
谈会。 在

2008

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
点活动中， 学校又从强化办学特色、 推
进教育创新的高度， 强调要加快教育学
部的组建步伐。 今年

1

月， 学校召开了教
育学部启动大会， 用了近半年时间， 基
本完成教育学部的筹建工作。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在会上指出， 北师
大在

2008

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点活动
中提出要组建教育学部， 进一步统筹和整合
教育学科的资源， 实现教育学科的科学发
展。 组建教育学部， 是北师大学习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成果， 是北师大加强教育
科学研究， 积极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
大举措， 也是北师大坚持教育创新实现建设
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的重要
步骤。 教育部将大力支持北师大的改革和尝
试， 为教育学部的组建和发展提供支持。

据悉， 北师大打破院系壁垒， 在整合教

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院、 教育管理学院、 首
都基础教育研究院、 教育部质量监测中心、

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 首都教育经济
研究院等相关机构的基础上， 组建教育学
部。 目前， 学部有

6

院 （学院
/

研究院）

8

所
（研究所） 及

10

个综合交叉平台。 北师大党
委书记刘川生表示， 学校将创造一切条件，

支持教育学部的建设和发展， 努力把北师大
教育学科建设成为中国教育创新的重要策源
地， 高素质教师的培养基地， 未来教育家的
摇篮， 教育决策的思想库。

（下转第三版）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将于
200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第十三届
全国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基
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办，陕西省教育科学
研究所协办，延安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天仁报业集团英
语辅导报社、考试与评价杂志社联合承办。

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是包天仁教授于上世纪
80

年代
始创的英语外语教学法，经历了

20

余载的实验、研究，并通

过
12

轮全国范围内的实验研究和推广，现已发展成为一套
遵循外语教学规律，符合国情、教情和学情的英语外语教学
法体系。 该教学法实验研究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
研究资助金项目重点课题（批准文号：

JJWYZD2001008

），是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直接管理的重点
研究课题之一，属于国家科研课题。

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英语外语教学道路，加强中、小学
英语教学、科研队伍建设，交流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英语

教学改革经验，切实提高我国基础外语教学质量 ，特邀请
全国广大中小学英语教师和教研员以及已申请参加和欲
申请参加全国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实验的教师和教研
员拨冗参加这次研讨会。

会议主题旨在探讨我国基础英语教学改革中的热点和
难点问题，分析当今外语教育理念和趋势 ，以及在我国基
础英语教学改革中如何充分发挥“四位一体”教学法对中、

高考复习、课堂教学、平日复习、自主学习策略等的指导作

用，推进素质教育。 会议期间将进行全国优秀课例展评、资深
教法专家报告、实验教师经验交流和论文交流、评比等活动。

会议详情见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相关网
站 （

www.tefl-china.net

）以及四位一体教学法网站 （

www.e4in1.

com

），也可直接向组委会咨询。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

号二号办公楼四层
5280

室； 邮政编码：

100044

； 联系电话：

010-88375280

； 传真：

010-

88375115

；电子信箱：

e4in1@tefl-china.net

；联系人：邱实。

中职生当上大学教师
■

本报记者 刘琴
中职生能到大学当专业教师 ？ 这可

不是天方夜谭。

6

月
28

日， 在中职组服装设计制作技
能比赛赛场外， 大连轻工业学校服装专
业教师郑小文告诉记者， 该校学生王世

福在
2007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
服装比赛二等奖， 去年毕业后到广东发
展， 竟然被广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看中，

聘去当了教师。

“王世福打电话告诉我， 他现在给大
学生讲课了 ！ 讲的是服装结构和工艺 ，

正是他拿手的。” 郑小文有些激动地说，

一个中职生能给大学生讲课， 这在过去
想也不敢想， 是技能大赛 “炼” 出了真
金， 让具有一技之长的中职学生受到用
人单位的青睐。

之所以能带出这样的 “高徒”， 离不
开 “名师” 的栽培。 据了解， 郑小文本
人在去年辽宁纺织服装行业制版工业技
能大赛中夺得 “状元” 称号， 还被评为
辽宁省改革开放

30

年十大技术精英。

“像郑老师这样的双师型教师可是我
们的宝贝啊， 只有靠他们， 才能培养出
高技能人才， 提高中职学校的社会认可
度。” 该校校长郑兴华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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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西部最光荣
近日， 浙江林学院欢送参加志愿服务西部的学生。 目前， 该校已为西部地区和浙江省

欠发达地区输送了
100

多名志愿者， 同时出台多项激励措施， 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服务西
部志愿活动。 陈胜伟摄

【大赛现场】

6

月
28

日， 一位参赛选手在进行中餐
面点项目的比赛。 当日，

2009

年全国职业
院校烹饪技能比赛在天津举行。 来自全国
的
210

名参赛选手角逐中餐热菜、 中餐面
点、 中餐冷拼、 果蔬雕竞赛项目的上百个
单项奖。 本报记者 王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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