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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历程·学院派

■

审美课堂

康蕾 透明斑驳色相的制造者

■

中央美术学院 马路

康蕾本科毕业的时候有一张画塔吉

克族女孩儿的作品。 一双眼睛看着你，那

眼神很抓人。 为什么喜欢塔吉克族的孩

子？我问康蕾。塔吉克族的祖先来自波斯，

族内婚的习惯使他们的形象独具特色。她

说：“他们抱着你，看着你，那眼睛天真又

深邃。” 这种眼睛处于蒙古人种和欧罗巴

人种之间，眼珠棕色或灰色而透明，略深

于眉弓、鼻骨而不过分。既不像蒙古和马

来人种那样眼珠漆黑，也不是蓝、黄那样

的色相鲜明。棕色、灰色透明的眼睛，自然

有一种沉稳、洁净和深远的感觉。天真是

不炫耀，是洁净，是没有被知识所污染，但

又充满对知识的好奇。 当你有了知识，自

以为什么都懂的时候， 你也就失去了天

真。天真是明亮的，是心中的天堂，是香格

里拉，是乐园。深邃呢？深邃是遥远而清澈

的。康蕾由于天真而深邃的眼睛而画那些

塔吉克族的孩子，是把天真和深邃看作是

可贵、难得和值得记忆的。

因为喜欢塔吉克孩子天真而深邃的

眼睛，康蕾进而喜欢画他们。她把这种喜

欢转化成某种审美标准，又把这种审美标

准形象化成画面，借此告诉人们，这世界

上还有天真而深邃的心。

从北京到新疆，到帕米尔高原 ，从首

都到乡村，去下乡写生，用过去的说法叫

“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的说法往往会让

人理解为，你本来是没有生活的，只有下

乡才有生活的体验，才能画出具有生活感

受的作品，而这种作品将会是人民大众所

喜闻乐见的 。 过去的臭老九———知识分

子，今天也是群众了，画家是凭手艺吃饭，

和工人农民没什么两样。 康蕾也是群众，

是中央美术学院里作为教员的群众，有自

己不想体验也要体验的生活。

画室里的另一幅画叫《毕业生》：一个

无助的女孩代表另一批群众，天真逐渐隐

退，即将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环境中漂

浮着不和谐又杂乱的动漫形象，绘画的手

法是跳跃的，空间有主观交错的意味。“我

不喜欢这张画，不是我的风格。”她说。我

觉得这幅画画得并不差，只是风格与她的

其他作品略有不同。所谓的不喜欢大概指

的是风格背后的东西。 作为曾经的毕业

生， 她完全理解毕业生们所面临的迷茫，

无助、纠结的状态是《毕业生》的真实。见

过塔吉克族孩子的天真，毕业生的无奈没

办法让人喜欢，毕竟对学生，她是喜欢的，

也画了很多关于学生的作品。

康蕾是经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和中央

美术学院油画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培

养而又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中央美术学

院油画系曾经辉煌的历史积淀了一个传

统，这个传统不是风格而是一种潜在艺术

价值观，它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教师和学

生，有着执拗的排它性，即使在学术上很

大度的时候其宽容度也是很有限的。好的

方面是始终要求较高的艺术品质，负责任

地追求艺术的“正”，不好的方面会压制探

索和抑制创造性。简单化的时候，会把写

实作为绘画的唯一基础，极端的时候就会

把写实主义风格作为绘画的唯一标准，绘

画教学成了考前班的延续，不再有新的内

容。学院是个小社会，这里有学术，但不单

纯，学术中总是掺杂太多的东西。

老院长徐悲鸿曾说：“尽精微 ， 致广

大，道中和，极高明。”你可以理解为：细致

地刻划对象，要整体观察，不要掺杂个人

情感， 真实地再现对象达到常人所不能。

你也可以理解为：由于所有微妙的细节都

做到精确得恰如其分，从而使画面具有深

远的意境和博大的气势，融合不同的意味

而成就深厚、沉稳的艺术，进而达到高超

的艺术品质。所以靳尚谊院长说：“素描解

决的不是风格问题，而是艺术质量问题。”

提高艺术的质量，是艺术家一生要做

的事情。 如果把作品比作艺术家的产品，

那么，其作品质量的控制有赖于质量标准

的制定，质量标准又决定于作品所要表达

的功能需要，技术的选择和使用以功能需

要和质量标准为依据。如果不把作品当作

满足市场需要的批量生产，我们可以富于

感情地把作品比作艺术家的孩子，对孩子

的期待寄托着父母的理想，努力创造各种

条件以期使自己的理想在孩子身上实现，

伴随着孩子的成长不断调整着培育的方

法。康蕾的孩子大概两岁了，对此她一定

深有体会。作为画家的康蕾，自有其对自

己作品的艺术标准。

康蕾的创作， 用流动的笔触不断地层

叠，不放纵，也不勾勒严密，不追求雕刻般的

塑造，但保持着形象的合理性，延续着她的

写生经验。她让或大或小、或宽或窄、或厚或

薄的笔触在感觉中交错成形，是她研究欧洲

早期丹培拉技法并灵活运用的结果。用行话

说是“既不死抠，形又不散。”用她自己的话

说，是“乱中有序”。我问：这个“乱”是表现力

度或活力吗？她没回答，问得显然太概念化

了。我回过头又去看她的画，词语达不到的

全在画里。我突然有一种消逝的感觉：那些貌

似很有力度的厚涂的颜料，淹没并融化在稀薄

的色层中；那或宽或窄、或大或小的笔触，在空

间中时进时退、或明或暗地闪烁。“有序”，是她

在灵活多变的画面中进行顺水推舟的组织，使

其画面的结构达到她想要的表现力。

康蕾善写生，往往被夸赞为“感觉很好”。

感觉， 是视觉感受能力和对对象表现能力的

聚合，是一个画家艺术素质的基础。感觉好的

画家， 其写生作品的艺术性并不输给创作的

艺术性，不但比创作来得自然，有时还比创作

来得真切。写生能力强，会给创作带来许多益

处。但也有一些画家，离开了写生就不会画画

了，这是学院教学的偏差，也是画家本人对艺

术理解的不当。 康蕾不是离开写生就不会画

画的那种画家，在没有写生对象的时候，依然

能画出写生的感觉， 自然、 生动而且富于意

味。这是感觉好的长处，面对对象是主动的，

是物我交融和包含体会的。 这体会不仅是对

对象的理解，同时还有对艺术和社会的认识，

是一段时期的视觉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积累，

是不断完整的理想和不断完善的理念渗进画

面。所谓风格，正是如此形成的。

康蕾的绘画题材目前在这几个方面：学

生、塔吉克族、向日葵和戏剧系列。题材是生

活或缘分所给予的。生长在北方的她，看惯了

大片的向日葵； 咿咿呀呀的戏剧扮相会给人

许多启示； 去过几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

部的英吉沙； 周围上学又毕业的学生……眼

前种种形象渐渐产生了象征的意义。 向日葵

是自然与生命，戏剧是历史是梦想，学生是青

春是现实，塔吉克是向往和天性。

对于戏剧题材， 康蕾说：“戏剧的表现形

式恰恰能和自己现阶段的审美追求以及对民

族文化的一贯喜好结合到一起， 戏剧综合音

乐、舞蹈和美术很多艺术因素，能和皮影、木

版年画、 壁画和中国画等传统因素融合在一

起，眼神、服饰、唱腔、身段、手势……很美也

很写意。”正是传统绘画因素的显现，使她的

绘画拥有了与众不同的韵致。 这种韵致是富

有诗意的， 物质的形象与文化的精神融为一

体， 使当下的日常生活形象与逐渐消逝的往

昔发生了联系。

向日葵系列是康蕾另一个反复画的题

材。人物总在阳光下的向日葵中，视角是正常

的平视，就像走进向日葵地里所看到的那样。

天空在画面中几乎不占面积， 向日葵的花和

叶扑面而来。早期的作品是亮黄色调，连暗部

也是温暖而透明的黄色， 如同在明媚的光雾

中。后来，棕褐色调在画面上越来越多，有时

亮部甚至变成了银白色，依然是明亮的光，一

丝冷逸替代了温暖。向日葵日益成熟，枝叶渐

渐焦枯，让人想起她对京剧走向衰微的描述。

她说，没画过初开的向日葵，反而喜欢画成熟

的向日葵。我猜测，向日葵在她的潜意识里是

具有另一番意义和象征性的。 画室的地上排

列着她的《向日葵日记》，似乎是要把这几种

向日葵作一个小结， 二三十张小幅或明或暗

的向日葵局部交错、闪烁地组合在一起。

塔吉克族孩子的天真、 学生的青春、 向

日葵的成熟和戏剧的老逝， 串联起来看， 很

像一个生命的过程。 如果品味其中的一幅作

品， 沿着由透明转入斑驳的色层， 跌宕的局

部似乎是对其艺术整体的一种预示， 也许她

自己仅仅当作绘画的风格形式， 而不以为是

内容的一部分。

（本文相关作品均为康蕾绘）

颜真卿与盛唐之风

■

西安美术学院 王卫民

“隶宗秦汉，楷法晋唐”。 书至唐代，楷

书发展至鼎盛期，成就极高，亦法度谨严，

历来有“唐人尚法”之说。 唐代楷书大家辈

出———先有唐初四杰：欧阳询、虞世南、褚

遂良和薛稷，中有颜真卿，后有柳公权。 他

们皆开宗立派，创出个性鲜明且又法度森

严的楷书，被书史誉为“唐楷”。

颜真卿（公元

709

—

785

年），字清臣，官

至太子太师，因爵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

鲁公”，曾出任平原太守，又称“颜平原”。

颜真卿出生于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敦化

坊），祖籍为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颜真

卿自幼丧父，由其母殷夫人训育，后来又

受到其伯父颜元孙、舅氏殷践猷、姑母颜

真定和二兄长颜允南的教诲，于开元二十

三年（公元

734

年）举进士第。后因抵御安禄

山之叛名重朝野。 至德宗朝任礼仪使、太

子太师。 后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叛乱，颜真

卿奉命前往劝降，遂遭囹囵，于贞元元年

（公元

785

年）遇难。

颜氏家族以儒雅传家， 重在学识，至

颜真卿则“举集于君”，即颜氏之家学传统

至颜真卿始融会一体，并且发扬光大。 故

此，颜真卿喜于名流、文雅之士交游，诸如

高适、岑参、徐浩、郗纯等，又与陈郡殷寅、

河东柳芳、河南陆据、兰陵萧颖士、赵郡李

华、汝南邵轸、邓州赵骅等更是意气相投，

脱略行迹，成为莫逆之交。 颜真卿曾多次

问书张旭，又曾和怀素在洛阳论书，有所

谓“夏云多奇峰”、“飞鸟入林，惊蛇入草”

等巧语妙句。

颜真卿楷书初师二王 、 褚遂良 ， 后

从张旭得笔法， 参用篆书笔意， 雄浑刚

健， 方正庄严， 古法为之一变， 为书史

所重 ， 其 “以肥为美 ” 之厚重书风与

“二王” “以瘦为精” 之书风大异， 故颜

真卿在书史之地位几与 “二王 ” 比肩 。

颜真卿为人耿直， 忠于朝廷， 忠义贯日

月， 书法亦然。 其刚健丰伟， 气宇轩昂

之势最能反映盛唐之繁荣而富有生机的

社会风貌， 被称为 “唐代之书”。

颜真卿留下的书法资料很多，现今所

知约有

70

余种，楷书为最多，成就亦最高。

50

岁（公元

758

年）以前为其书法艺术前期，

这是颜氏向古人学习并消化吸收之阶段，

代表作是

44

岁时的《千福寺多宝塔碑》和

46

岁时的《东方朔画赞》。

50

至

60

岁为中期，楷

书代表作是

54

岁时的《鲜于氏离堆记》和

56

岁时的《赠太保郭敬之庙碑》，标志着颜氏

楷书刚健雄厚和大气磅礴的独创风格已

经形成。

60

岁以后为晚期，也即成熟期，代

表作是

60

岁时的《颜勤礼碑》、

63

岁时的《大

字麻姑仙坛记》和《大唐中兴颂》、

64

岁时的

《右丞相宋璟碑》、

72

岁时的 《颜惟贞家庙

碑》等，至此颜体博大雄浑、厚重刚正、庄

严神圣之成熟风貌完全形成。

《多宝塔碑》 是颜真卿最具代表性的

书法艺术作品之一， 全称 《大唐西京千

福寺多佛塔感应碑文》， 亦称 《千福寺多

宝塔碑》、 《多宝塔感应碑》。 石碑宽

26.3

厘米， 高

140

厘米， 计

34

行 ， 每行

66

字 ，

碑额隶书

2

行

6

字。 此碑现藏西安碑林， 拓

本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碑为天宝十一年（公元

752

年）颜真

卿

44

岁时书，岑勋撰写碑文，徐诰题额，史

华镌刻，立于多宝塔下。 碑文记叙西京千

福寺沙门楚金夜谈法华经， 常见多宝佛

塔，遂立志建佛塔之事。 文中所叙大都光

怪梦寐云物感应， 且修饰浮夸较难理解，

也是迄今所见颜真卿传世书法中最早的

一件，极为世人所重，故历来学颜书者无

不研习此碑。 此碑直刀平底，镌刻较深，又

因石质坚润，剥落甚少，所以传世善本锋

芒犹新。 拓本因年代而差别很大，宋拓精

本可见原书三点水多连丝笔细画，或两点

间连接。 随年代近，拓本多不显连笔。 宋拓

本字肥方，字口棱角锋芒完好，其次字渐

细、瘦、秃，全失原体，近拓更不足观。

纵观此碑，整体秀美刚劲，清爽逸人，

有简洁明快、字字玑珠之感。 用笔丰厚遒

美，腴润沉稳。 横细竖粗，对比强烈。 起笔

多露锋，收笔多回锋，转折多顿笔。 结体严

谨遒密，紧凑规整，平稳匀称，有少年老成

之感，内松外紧之颜体风格得已形成。 历

来盛赞此碑者代不乏人。

塔吉克族孩子的天真、 学生的青春、 向日葵的成熟和戏剧的老逝， 串联起来看， 很像一个生命的过程

自画像

那时花开

霸王别姬

多宝塔碑帖

（上接第一版） 各地要按照教育规划纲要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以签署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为契机，明确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振奋精

神，真抓实干，如期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各项目标任务。

问：各地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

面取得了哪些新进展？

答：各地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

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因地制宜地对本地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行部署；结合实

际制定、完善本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

基本标准，对校园校舍建设、师资配置等

方面作出明确的量化要求；各地普遍把改

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作为当前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重点工作。同时，将区域

内教师支教、 教师交流等政策制度化，引

导教师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

规范办学行为成为各地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抓手，出台了减轻中小学课

业负担、 缓解城市择校问题等政策措施，

一些不符合素质教育要求、违背教育规律

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纠正。许多地方把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对县级人民政府教

育工作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重庆将义务

教育标准化完成率作为考核区县党政班

子实绩的重要指标。北京、辽宁、陕西、河

南、江苏、四川、广西等地建立了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表彰奖励制度。

（上接第一版）

“当时

640

多个孩子在睡午觉，地震时，

有好几个孩子都被吓哭了。”地震发生时，

盈江县幼儿园园长寸艳丽正在和其他

3

名

教师值班，在第一时间内，她组织在校的

30

多名教师，在

10

分钟之内就把孩子们全面

撤离到安全区。

“校长， 盈江地震了！ 但是学生没有

伤亡。” 地震发生后约

4

分钟， 在昆明招

聘教师的盈江县一中校长冯映熙就接到

了姚老师打给他的电话。 “招聘的事情

先放一放， 我们必须立即赶到学校。” 放

心不下学生们的冯映熙与校办主任李云

疆于当晚从昆明赶到学校。

“学生在疏散时没有推搡， 也没有踩

踏， 很多学校零伤亡。” 盈江县教育局局

长李绍波告诉记者， 自从

2008

年盈江发生

5.9

级地震后， 教育局专门发文要求学校

强化防灾演练 ， 每学期至少进行

2

次演

练。 这次地震发生后， 盈江县教育系统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迅速指挥辖区内的

各中小学校、 幼儿园进行紧急疏散， 全

县

5.4

万余名学生仅用

1

个多小时就安全疏

散到各自家庭或老师家。

“我为学校有这样好的教师而自豪。”

3

月

16

日， 记者在盈江县一小采访时， 副

校长王羿入眼含泪花， 向记者讲述了该

校教师尹琪在地震中救人的感人故事 ：

尹琪平时与婆婆和公公在一起生活， 她

的丈夫在德宏某边防支队工作， 夫妻俩

几乎每个月只能见上一面。 丈夫工作忙，

照顾婆婆、 公公和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

她一个人的肩上。

3

月

10

日中午， 她们一

家人刚吃完午饭， 就遇到了地震。 地震

发生时， 尹琪看着摇摇欲坠的院墙就要

倒向婆婆， 说时迟， 那时快， 她不顾一

切地扑了过去， 一把推开婆婆。 刚把婆

婆推开， 院墙就倒了下来， 将尹琪埋了

个严实 。 尹琪的家人把她送往医院时 ，

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由于在地震中

受到严重挤压， 尹琪的脾脏破裂、 会阴

破裂， 下体大量出血， 前两天医院又下

了一次病危通知书， 到现在尹琪还没有

脱离危险。

“地震中， 还是有学生伤亡， 教师受

伤。” 提到伤亡的学生和受伤的教师， 李

绍波的眼睛红红的， 他顿了片刻之后哽

咽着说 ： “这次地震中 ， 有学生死亡 、

师生受伤， 我的心如刀剜。”

爱心， 凝聚真情！

“看到学校灾损如此严重， 我们心痛

不已。” 申通快递云南分公司董事长迟国

银说。

3

月

14

日上午， 该公司捐给了岗勐

中心小学

5

万元现金。

“我们将把重建的学校作为苏宁电器

‘

1+1

阳光行’ 社工服务基地， 由苏宁社

工持续关注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为

灾区孩子提供长期帮助。”

3

月

16

日下午，

苏宁电器通过云南省慈善总会向盈江灾

区捐赠

200

万元。

200

万元捐赠将专项用于

盈江县教育设施建设。

3

月

15

日， 云南省教育厅机关职工捐

款

7.2

万元。 所捐款项用于盈江当地学校

的灾后重建。

为确保县城学校尽快恢复上课，

3

月

15

日， 同时受灾损的勐弄乡九年一贯制

学校号召全体师生向重灾区捐款。 师生

们听到要为重灾区捐款， 提前到操场集

合， 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1

角、

5

角、

1

元、

5

元、

10

元、

50

元……此次爱心活动共筹

得捐款

5525.7

元， 凝聚着师生们爱心的捐

款已及时送往重灾区。

记者在盈江县采访的

3

天里， 发现 “盈

江县教育系统抗震保教应急办公室” 里灯火

长明。 要不是县教育局的同志说起， 记者根

本不知道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周盛林已

无家可归。

记者几经周折才向他的同事了解到他的

遭遇。 周盛林的爱人从某国营电站下岗后，

现在一家私营水电站打工， 夫妻俩靠省吃俭

用的积蓄和银行贷款买了两套房子 。 地震

中， 房子的墙壁被震成了 “

S

” 形， 裂纹最

宽的有五六厘米。

“现在还差银行

13

万多元贷款。” 提到未

来， 周盛林一脸茫然。 他不知道今后将如何

打算。

“但比起失去生命的人来说， 我的遭遇

算不了什么。 我现在就是想为抗震保教做好

本职工作。” 周盛林说， 儿子现在也在上学，

“我知道学生们的学习一刻也耽误不起。”

盈江县教育局督导办公室副主任李朝德

的爱人肾衰竭， 地震中，

240

平方米的房屋

中度受损， 但他仍坚守在岗位上。

盈江县一中的李忠仁副校长， 地震发生

时， 伯母被围墙倒塌压死， 简单地处理好伯

母的后事后， 又急匆匆地赶到学校操心学生

的复课工作。

太平镇拱母小学校长李成荣的家在地震

中严重受损。

4

个月后他就要退休了。 “退

休后， 我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 李成荣说。

记者了解到， 为了复课， 李成荣和学校男教

师及寨子里的热心村民用摩托车灯照明， 紧

张地搭建着简易教室。

在地震后的盈江， 像周盛林、 李朝德、

李成荣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很多。 但是，

他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 “为了那份责任， 我们必须做好本职工

作。”

复课， 战役打响！

3

月

14

日， 震后第四天。 盈江地震灾区

164

所小学中的

143

所正式复课， 小学复课率

达到

87.2%

。

“需安排危房鉴定专业人员对受损校舍

进行鉴定； 需解决中小学生、 幼儿简易板房

教室

200

间

12000

平方米， 学生宿舍板房

240

间

5760

平方米； 需解决应急资金

3000

万元；

需解决寄宿制中小学

5150

名住校生每天生活

所需大米

2.6

吨， 食用油

0.6

吨；

13

所城区幼

儿园

2200

名幼儿每天生活所需大米

1.2

吨 ，

食用油

0.25

吨。” 盈江县教育局党委书记杨

自新说，从对受灾学校的实地查看情况来看，

学校校舍虽未出现整栋垮塌现象， 但要在短

短的

11

天内实现全面复课，难度非常大。

3

月

15

日、

16

日， 记者走进

14

日已复课

的部分学校和准备

21

日复课的部分学校———

在盈江县一中 ， 副校长李忠仁告诉记

者， 高三年级学生于

15

日复课， 学生们的情

绪很稳定。 能容纳

1457

名学生住宿的

60

个大

帐篷

15

日就能完工；

15

日下午开始搭建

13

个

板房教室， 预计到

16

日下午就能搭建好。 按

照目前的工作进度， 高一、 高二年级

21

日复

课不成问题。

在太平镇拱母小学简易的帐篷教室里，

记者看到一年级班主任李兴愉正在给学生上

课。 有学生见记者拍照， 转过头来冲着记者

笑， 从他们的笑脸上， 很难感觉到他们曾遭

遇

5

天前的地震。 “教学楼受损不严重， 但

现在不敢在里面上课， 要等专家鉴定。” 李

成荣告诉记者， 除

1

个幼儿班外， 全校一至

六年级

6

个班

14

日就复课了。

在平原镇丙辉云辰希望小学， 在食堂工

作了

1

年多的郭菊聪告诉记者， 简易食堂有

185

平方米， 附近寨子里的村民出工

60

余人，

连材料费一共花了

6000

元不到， “我昨晚就

做了

150

多个学生吃的饭。”

盈江县民族中学在这次地震中， 有

2

名

学生遇难。 副校长李根波告诉记者： “现在

已搭建了

99

顶帐篷， 主要用于学生住宿。 用

于教室的

24

间活动板房正在搭建。” 他表示，

等

3

月

21

日学生复课后， 学校将为学生作心

理辅导。

3

月

16

日， 在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 记

者看到全校

99

名教职工正在听省地震局的专

家讲防震避震知识讲座。 “学校

2201

平方米

的餐厅受损， 要等修复后才能使用。” 副校

长张志华告诉记者， 学校教学楼受损较轻，

宿舍楼也可以使用， 主要考虑学生心理， 所

以搭建了

48

顶学生住宿帐篷。 现在正着手解

决学生食堂的问题。

截至

3

月

16

日， 盈江灾区已搭建活动板

房教室

1770

平方米， 全县已有

184

所学校复

课， 占全县学校总数的

87.20%

； 复课学生为

38932

人， 占学生总数的

71.88%

。

“当前， 为实现灾区

3

月

21

日全面复课的

目标仍然存在困难和问题。”

3

月

16

日晚， 德

宏州教育局局长王根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搭建活动板房

教室的技术工人数量不足。 二是急需车辆、

人员和资金清除学校受损房屋废弃物， 以恢

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环境。

“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嘛！” 记者

3

月

20

日晚打电话给王根顺局长时， 他说： “

3

月

21

日， 盈江灾区学校将全面复课！”

复课之后， 艰巨的学校恢复重建工作将

是最大的挑战。尽管困难重重，任务艰巨，但

是我们相信，盈江教育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上接第一版）

半年下来， 克里福德少校已经完全适应

了这里的培训，并且乐在其中。他不仅学到了

很多关于陆军指挥与参谋岗位的实用性军事

知识，还领略中国特色课程的魅力，比如让他

着迷不已的《孙子兵法》。

西蒙少校的祖国是非洲南部的一个内陆

国家，基督教是国内的第一大宗教。“去年圣诞

节，中国教官们跟基督徒们一起庆祝，更为难

得的是陪着基督徒们一起默默祈祷。” 西蒙看

到这一幕，仿佛回到了国内一样，感动不已。

■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许谦

郑卫平

灾 后 边 城 书 声 琅

“不知不觉爱上中国”

链接： 近年来教育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重大举措

2005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把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实现“两基”之后

义务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6

年，教育部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要求用

3

到

5

年的时间，努力做到区域内义务教育资源

配置更加合理。

2009

年，教育部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全

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

提出了力争到

2012

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

初步均衡，到

2020

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的阶段性目标。

2010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

见》，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

2011

年，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教育

部制定了义务教育分规划、教师队伍建设分规

划，与有关部门一起启动了义务教育学校标准

化建设工程， 深化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中小学教师特岗计划、教师国培计划、农村薄

弱学校改造计划、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加大

了对各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支持力度。

2011

年

3

月， 教育部与北京等

16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签署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

忘录， 在省部级层面上进一步强力推动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