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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宝泉

高校“掐尖”映射办学错位

近日， 沪上两所名校因争生

源而引发 “口水战” 的新闻引发

关注。

7

月

4

日， 事情又有新进展，

这两所学校招生网站、 招生办微

博上的相关声明均已撤下。 有关

人士表示， 此事件将由教育主管

部门出面解决。

我们关注的是， 两所学校相

互指责的事实， 将名校 “掐尖” 现

象端上了台面。 近年来， 不少高校

高招前都去摸考生信息， 选定对象

开列优厚条件， 所谓 “预录取协议”

就是一种手段。

也有人指出 ， 从抱团 “掐尖 ”

到名校公布新生 “状元” 数， 种种

乱象缘于把招生当成高校的 “面子

工程”。 学校定指标、 许重奖， 承受

巨大压力的招生工作出现无序竞争，

也就在所难免。 还有人感叹， 本该

是道德表率的名校， 在招生竞争中

的表现令人心生失望。

笔者认为， 招生 “掐尖” 反映

了高校办学思想的错位， 弄不明白

反映大学实力的是新生中高考 “状

元” 的多寡， 还是毕业生对社会的

影响与贡献； 是新生考分决定大学

地位， 还是大学教育提升学生的素

质？ 生源质量对大学是重要的， 但

是重要到需要不择手段网罗 “状元”

的地步吗？

就我们的考试形式而言， 一门

课程差几分应该说没有质上的差别。

学生的发展更取决于包括非智力因

素在内的全面素质、 对所学专业的

志趣， 取决于大学文化、 学科总体

水平和教育质量。 抗战时期的高考

比起现在来简单、 粗略得多， 但是

西南联大仍然培养出了诺贝尔科学

奖得主等享誉中外的大师。 自恢复

高考以来， 高考设定的满分很快拉

高， 考分差距拉大， 筛选越来越细，

可是前辈学者仍然感慨， 我们为什

么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来。

更有常年从事高校招生工作的

专家指出， 招生 “掐尖” 也映射出

大学文化的缺失， 是急功近利倾向

的集中暴露， 根子在社会人才标准

的考分依赖症与名校文凭崇拜。

争抢高考尖子生从表面上看 ，

大学想让优秀生源会聚到自家门下

似无大错， 深层次上则是对于自

身的培养实力没底气。 西南联大

培育良种的做法， 是挑选出好苗

子精心培育， 结出良种再播撒出

去， 功夫在培育。 而现在有一些

高校是 “开饭馆” 的路数， 招生

下大力气 “掐尖”， 是为了收获现

成的籽粒、 脱壳的大米， 这样岂

不省去了浇灌、 培育的许多功夫？

哪儿还管出不出拔尖人才？ 哪儿

还顾及对应试教育所起到的推波

助澜作用？ 这种文化缺失的问题

不解决， 招生改革措施就会变味，

高校也会与社会的期望渐行渐远。

两所名校的 “口水战” 不啻

给高校一个警示。 所有高校都应

该有所警醒， 自省办学思想是否

端正， 大学文化可有传承， 培养

水平是否合格， 能否给社会一个

放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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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夫尔 郝文婷 于建坤

通 讯 员 姜玉鹏

近日， 记者分别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生

办公室和内蒙古招生部门了解到， 今年高考移

民现象比往年明显减少。 截至目前， 新疆高考

移民减少了近

50%

，内蒙古高考报名中涉嫌“高

考移民”的考生

909

人，比上年减少了

104

人。 而

在西部其他省份以及海南省这些高考移民的迁

入区，高考移民现象也比往年下降了许多。

高考移民是极少数考生为了达到上大学或

者上好大学的目的， 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途

径， 到录取分数线比较低、 录取率比较高的省

份， 通过改动户籍等方式取得在当地参加高考

的资格。 前些年， 高考移民现象一度比较严

重， 近年来， 各地采取多举措打击高考移民，

情况逐渐变好。

新疆招办要求各地招办采取单独或与自治

区会考办、 基础教育管理等部门联合注册的形

式， 对高一新生进行电子注册， 并报自治区招

办备案， 作为

3

年后考生报名资格审查的重要

依据。 派出所在对考生进行户籍情况审查时，

将指定专人， 依照 “谁审查 、 谁签字 、 谁负

责” 的原则， 做好审查工作； 严格审查考生审

查登记表中所填写信息与户籍网上登记信息是

否一致； 对中途转入户口， 仔细核对转入时间

是否属实。

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厅、 检察院、 教育厅、

公安厅四部门共同开展专项整治。 同时， 自治

区调整了报名政策： 一是将内蒙古报名考生本

人户籍、 学籍在内蒙古时间调整为两年； 二是

要求考生必须持二代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报

名， 并在报名现场使用了二代身份证识别仪；

三是除自治区允许范围外， 考生必须回户籍所

在旗县 （市、 区） 参加报名考试。

另外， 新疆、 内蒙古鼓励考生、 家长和全

社会公民参与打击行动。 新疆要求考生和家长

如果发现高考移民， 可向当地招办或自治区招

办举报。 内蒙古则将全区所有考生名单在内蒙

古招生考试信息网上公布， 考生可登录浏览本

班全体考生的相关信息， 如果发现公示名单里有不是本班的学生， 或是有本

校没有的班级， 可随时通过提交网页或打电话举报。

往年网络频频出现的对高考移民打击不力的指责今年也少了， 因为各地

依法加大了对高考移民惩处力度。 今年年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法

院对震动全国的阿勒泰高考移民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内蒙古检察系统则对一

批涉嫌行贿受贿、 帮助办理高考移民的有关部门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立案侦查，

各级检察机关已立案涉嫌 “高考移民” 案件

54

件， 涉及

63

人。

新疆社科院研究员吴云东认为， 近年来查处的高考移民人数逐年减少，是

不断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治理的结果。 通过出台政策，堵塞漏洞，同时，加大打击

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而形成了打击高考移民的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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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异想天开

擦出创意火花

南航大学生登顶全球大学生航空创意赛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

日前， 刚刚从巴黎航展凯旋的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

程专业的大三学生郑新原兴奋地

说。凭借着利用飞机起降时的空气

扰流进行发电这一独特创意，他所

在的 “凤凰之翼” 团队一举夺得

2011

年空客全球大学生航空创意

竞赛冠军，并获得

3

万欧元奖励。

“凤凰之翼” 由南航

5

名大三

学生组成， 除

1

名民航英语专业的

女生外， 其他

4

人都是来自飞行器

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同班同学。

说起创意来源， 郑新原回忆

说， 在一次空气动力学课上， 老

师偶然谈到飞机在起降时会产生

强烈的尾涡， 受尾涡的影响， 前

一架飞机起飞后， 下一架飞机还

要等好一会才能起飞。 此时， 一

个念头突然蹿进他的脑海： 能不

能把飞机起降时产生的尾涡循环利

用起来呢？

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一直藏在

郑新原的心里， 直到得知空客全球

大学生航空竞赛的主题是 “贯穿整

个飞机生命周期的环保” 时， 他觉

得一下子找到了 “用武之地”， 决定

提交自己的创意项目———沿机场跑

道安装系列叶形装置， 利用飞机起

降时的空气扰流和噪音进行发电。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叶子形状的

风力发电机模型。 郑新原介绍， 经

过对飞机起降时流场的计算与分析，

这些发电机将放置在飞机跑道边的

一些特殊位置，飞机起降时产生的扰

流以及飞机起降时的噪音，都会很好

地被风力发电机循环再利用起来。

“这是最让人激动、最可行、最可

能看到实际效果的一个项目。 ”空客

中国公司资讯副总裁米晓春在看到

“凤凰之翼” 团队的创意作品后说，

“他们全面、综合地展示了创意，表现

出了中国大学生的自信和风采。 ”

■

本报记者 沈大雷

通 讯 员 王宇宁

新增字头

2800

多 向贫困地区推平装本

《新华字典》第11版问世

本报讯 （记者 柯进） 经过

近

8

年修订， 《新华字典》 第

11

版

出版座谈会近日在京举行。 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 中

宣部副部长蔡名照， 教育部副部

长、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

任李卫红，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邬书林等出席。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第

11

版《新华字典》，根据时代变化、

读者需求和字典本身的学术规范

等原则，在第

10

版的基础上，对全

书的内容和体例进行了审慎而系

统的修订。本次修订主要体现在增

补字音、增补新义、增删词语、改动

体例等

6

个方面， 而且还收录了一

些网络热词。 此次修订新增字头

2800

多个，其中新增正字头

800

多个，以姓

氏、人名、地名、科技术语用字为主。

此次修订的 《新华字典》， 除了

传统的普通本和双色本外， 还特别

推出了价格低廉的平装本， 以解决

广大农村地区学生缺乏正版工具书

的难题。 为惠及边远贫困地区学生，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将

联合向农村地区捐赠

10

万册第

11

版

《新华字典》 平装本。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主导

的一项重要文化建设工程， 《新华

字典》 自

1953

年初版以来， 一直与

时代同步 ， 历经修订 ， 不断完善 ，

迄今已累计发行

4

亿余册。

■

本报记者 王超群

各地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特别报道

26

■

记者手记

农村留不住合格的医疗人才，

在全国是一种普遍现象 。 对此 ，

记者在京郊农村采访时， 有着明

显的感受。 主要的原因是， 农村

医疗机构的条件相对较差， 在农

村工作影响事业的发展， 因而对

大学生缺乏吸引力。 正是因为对

此有着充分的认识， 首都医科大

学在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支持下 ，

推出京郊山区半山区农疗卫生人

才定向培养的教育举措。

这一举措深得京郊农村医疗

机构和农民的欢迎，也受到京郊农

村学生的认可。 因为，定向学生不

仅降分录取，而且学习期间完全免

费。 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将来还

有在职继续深造的机会，从而真正

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这项着眼于为京郊农村培养

“下得去、 留得住、 用得上” 的医

疗人才的创新之举， 是真正的惠

民之举。

惠及京郊农村的创新之举

造就一批留得住的京郊医生

———首都医科大学培养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纪实

“虽然依依不舍， 但我们必须离

开， 因为京郊农村有需要我们的百

姓。” 在首都医科大学

6

月

30

日举行

的山区半山区定向班学生毕业典礼

上， 来自燕京医学院的毕业生郭赛

说。 据悉， 这

71

名为北京市山区半

山区定向培养的首批毕业生， 将奔

赴京郊怀柔、 房山等

6

个远郊区县乡

镇医疗机构工作。

农村卫生事业直接关系到农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 为此， 首都医科

大学对农村医学人才匮乏的现状 、

农村医学人才培养等一直进行着探

索。 学校秉承 “顶天立地” 多层次

全方位的人才培养理念， 把为京郊

农村培养医疗卫生人才作为学校人

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从

2005

年开始，学校以“农村基层医学

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课题为载

体，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与实践。

随着学校毕业生数量的不断增

加， 目前已经有一批合格医生活跃

在京郊农村医疗卫生战线上。

农村医疗缺人才

调研找出好办法

“我们经常说农村医疗卫生人才

缺乏， 但缺什么样的人？ 缺口究竟

多大？” 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线福华

说， “通过大规模调研， 我们掌握

了第一手资料， 逐步确定了京郊山

区、 平原农村医疗人才两层三类培

养体系以及培养方案。”

2006

年， 为切实做好农村卫生

人才培养工作， 做到有的放矢， 保

质保量地为农村培养 “下得去、 留

得住、 用得上” 的合格人才， 首都

医科大学在北京市卫生局和北京市

教委的支持下， 专门成立了由校长

吕兆丰和副校长线福华为总负责人

的调研团， 于当年

8

月底， 组织临床

医学、 卫生事业管理等专业的

368

名

师生， 分

10

个团， 历时两周， 深入

怀柔、 密云、 顺义等

10

个远郊区县

167

个乡镇的

163

个卫生院实地调研，

接触医疗卫生人员

1.2

万多人次， 回

收调查问卷

11206

份。

“这里看病不难也不贵， 就是看

不好病。” 调研中， 远郊区县乡镇卫

生院一名医生无意间说的一句话 ，

刺痛了调研人员的心。 通过调研发

现， 京郊很多乡镇卫生院是二、 三

层楼房， 卫生条件不错， 可是看病

的人不多， 很多医疗器械用丝绒布

罩着， 从来就没有人用过。

根据调研组采集到的基本信息，

首都医科大学逐步勾勒出农村医生

类人才的基本需求和培养模式，提出

5

年内，该类人才应以大学专科为主。

为此， 学校确定了全新的招生

就业模式， 也就是 “两层三类”。 线

福华解释说， “两层” 即五年制定

向本科和三年制定向专科， “三类”

是在两层的基础上， 专科层次又分

为面向平原地区乡镇和面向山区半

山区乡镇两类。

“定向班学生定向招生定向就

业， 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入学时

与卫生局、 学校签订就业协议， 毕

业后到相应岗位就业， 而且山区半

山区定向班学生的学费由市财政支

持， 学校为学生提供各类奖学金。”

线福华说。

除了下得去、 用得好， 首都医

科大学还充分考虑让医疗人才留得

住， 保证他们后续充电。 为此， 学

校为他们提供了继续教育平台， 由

基地医院支撑农村医疗卫生人才毕

业后继续教育任务， 形成了完整的

人才培养体系。

培养内容更贴近农村

区县医院作实习基地

2009

级山区定向班学生周静是

密云县山岭镇李子峪村人。 “我是

第一志愿报的这个专业， 爸妈特别

支持。 班里也有同学放弃本科来读

这个专业。” 周静笑着说， “这个专

业圆了许多人的医学梦。”

燕京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刘硕告

诉记者， 山区半山区定向班招收怀

柔、 平谷等远郊区县农村户籍学生，

高考录取分数低于同专业学生几十

分。 由于没有就业压力， 如何确保

教育质量面临挑战。

为了保证这些定向班学生在知

识、 结构、 技能上贴近未来的岗位

需求， 学校根据调研论证培养方案。

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教学科研

办公室主任田向春告诉记者：“随着

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患者数量增加，这部分

病人康复阶段在家进行既方便，又省

去了高额的费用。 为此，学校专门为

学生开设了‘社区康复’ 课程。”

（下转第二版）

老教师支教团的教师在指导山区定向班学生。 （资料图片）

下乡进村服务百姓

近日， 广西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师生来到融水县三防镇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 图为师生在为当地群众义务修理电器。

廖子渊 韦红兰 摄

刘延东在全国教育投入和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加大教育投入 加强经费管理

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

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６

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教育投

入和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教育投入

促进教育优先发展的部署，拓宽财政性教

育经费渠道，确保到

２０１２

年实现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４％

的目标，不断开创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刘延东指出， 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

发展的基础性、 战略性投资和物质保障， 是

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教育事业发展，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全国财

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年均增长

２３．２％

， 高于同

期财政支出年均

２２％

的增幅， 建成了世界最

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确定到

２０１２

年实现

４％

目标， 这是党中央、 国务院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对

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推进科学发展、 保障

与改善民生和促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二版）

湖北大学生全部进医保

门诊报销不低于

70%

年最高报销

10

万元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记者

近日从湖北省教育厅获悉， 今年

该省在校大学生将全部纳入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范围。

根据湖北省相关政策， 大学

生参保范围为省内各类全日制普

通高校学生、 科研院所中接受普

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专科

学生、 全日制研究生。 成教、 自

考、 网络教育等非全日制学生不

在政策之列。 据统计， 湖北具有

参保资格的在校大学生现有

120

万

名左右。

据介绍， 该省大学生参保实

行属地管理， 补助标准按照当地

中小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相应标

准执行。 在汉部省属高校由武汉市

管理， 保费目前暂定为每人每年

120

元， 其中个人缴费

20

元， 政府补助

100

元。 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不低于

70%

， 门诊重症疾病综合报

销比例为

70%

， 大学生医保基金的

个人年度最高报销限额为

10

万元 。

记者了解到， 本着方便大学生参保

的原则， 简化参保缴费办法， 将由

各高校负责组织本校学生参加城镇

居民医保， 在新学年开学时进行登

记核定， 代收基本医疗保险费， 于

开学一个月内以学校为单位整体办

理参保、 缴费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