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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清理

高中改制校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近

日， 山东省教育厅、 财政厅等部

门联合发出通知， 要求进一步做

好普通高中改制学校的清理规范

工作， 规范普通高中办学行为。

山东要求， 要“因地制宜、

因校制宜， 宜公则公、 宜民则民”

清理规范普通高中改制学校。 对

财政性资金比例大、 公办教师多

等公办学校特征明显， 但是按民

办学校机制运行的普通高中， 应

将其规范为公办学校； 对民办学

校特征较为明显的， 可将其规范

为独立的民办学校。 公办普通高

中依法举办或参与举办的民办普

通高中学校或分校， 应与原依托

的公办学校在学校名称、 产权关

系等方面完全脱钩。

山东规定， 清理规范后， 对

不具备继续办学条件和要求的学

校应予以撤并、 停办， 并妥善分

流学生。

江苏设五千基层公益岗位

帮扶就业困难大学生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记

者近日从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获悉， 今年将再开发5000

个基层公益性岗位， 重点帮扶困

难家庭和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就

业， 以实现高校毕业生年末就业

率90%以上的目标。

从2011年开始， 江苏尝试通

过政府购岗形式开发基层公益岗

位， 确保困难家庭和就业困难高

校毕业生100%就业。 为了让困难毕

业生体面就业， 该省开发的基层公

益性岗位， 工资待遇参照与当地同

条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水平大

致相当的原则商定， 先后有3086名

困难毕业生通过政府帮助实现就业。

该省规定， 高校毕业生从事公

益性岗位工作， 合同期为3年， 如果

毕业生在基层岗位工作表现出色，

期满后还可以续聘。

看点

今日

■七版 （基础教育·教师周刊）

46个各族学生的汉族“爸爸”

———记坚持20年资助贫困生的伊犁师范学院教授易延坚

■

本报记者 蒋夫尔

这些年， 每到周末， 在新疆伊

犁师范学院的校园里， 师生们常常

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 一个年轻

人挽着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 一边

散步一边谈笑风生， 爽朗的笑声回

荡在校园里。

这个汉族老人名叫易延坚， 今

年66岁， 是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的教授。 年轻人叫木沙江， 维吾尔

族， 是老人的学生， 也是老人的

“儿子”。

20年来， 易延坚资助了46名学

生， 如今， 这些学生都像木沙江一

样考上了大学， 他们都称呼易延坚

为“爸爸”。

像对儿子一样对待学生

2003年， 易延坚在为民族班学

生上课时， 得知班上有一个叫木沙

江的贫困生， 父亲肝癌晚期， 母亲

去世， 家里还有80多岁的奶奶瘫痪

在床， 弟弟妹妹也在上学。 得知这

个情况， 易延坚决定帮助这个孩子。

尽管当时他患有严重的腿疾， 但还

是来到60公里外的木沙江家中。

木沙江的家只有几间土坯房，

家徒四壁， 两个病人躺在床上。 易

延坚对木沙江的父亲说： “如果你

同意， 木沙江以后回到家是你的儿

子， 在学校里就是我的儿子。”

从此， 木沙江搬进了易延坚家。

易延坚每个月给他200元生活费， 让

他在街上的清真饭馆吃饭。 渐渐地，

木沙江心里不安了。 “为了减轻

‘爸爸’ 的负担， 我主动提出在家做

饭， 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 木沙江

说。 木沙江的坚持感动了易延坚。

他将原来用过的厨房用品和餐具全

部换成新的， 这样， 木沙江就可以

在家里做饭吃了。

易延坚的妻子早逝， 儿子又不

在身边， 他把木沙江当成了自己的

儿子。 “我的袜子穿破了， 舍不得

扔， 等我出去一趟回来后， 发现

‘爸爸’ 已经把袜子补好了。” 木沙

江回忆说。

每到节日来临， 易延坚都要买

好羊肉到木沙江家里看望他的家人，

送上几百元钱， 让他们过节。

如今，木沙江已经工作，并结婚

生子， 但易延坚依然把那间卧室留

着， 因为木沙江在这个家住了7年。

先后资助46名贫困生

“易老师资助的不仅仅是我一个

学生， 我知道他先后资助了46名学

生。 他把这些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儿

子。” 木沙江告诉记者， “最多时，

‘爸爸’ 家里住着10个家庭困难的学

生， 客厅里打上地铺睡觉。 十几个

人吃饭， 都是‘爸爸’ 做饭， 不仅

花了不少钱， 还付出了辛劳。”

1998年， 作为实习生带队老师

的易延坚，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四师—中发现—个学生住在四处透

风的煤棚里。 这个叫曹边防的学生，

母亲去世早， 家中只有多病的父亲

和爷爷， 靠自己打工交学费。 得知

这一情况后， 易延坚把曹边防接到

家中， 负担他的吃住。

两年后， 曹边防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四川大学。 临走时， 易延坚

给他买好车票， 一直送他到车站并

塞给他一些零用钱。 在曹边防上大

学期间， 易延坚一直关心他的学习

和生活， 给他的生活费达8000元。

如今， 曹边防在上海—家报社工作，

他常常感慨地说： “没有‘爸爸’，

就没有我的今天。”

周华是易延坚教的一名学生，

这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孩子家庭贫困。

为了资助他， 易延坚省吃俭用， 把

省下来的钱给周华补贴生活。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2004年，

周华遭遇了一场车祸。 接到电话的

易延坚， 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赶到

几百公里外的博乐市。

到医院一看， 吓坏了易延坚。

周华受伤严重， 头盖骨破裂， 大脑

淤血， 必须立即手术。 要做手术，

亲人又不在身边， 易延坚付了医疗

费， 毫不犹豫地在手术书上签下自

己的名字。

（下转第二版）

快乐课间 健康成长

4

月

17

日课间， 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杨家小学学生在参加跳绳运动。 春季到来， 灵宝市各中小

学校通过推广韵律操、 搏击操、 花样跳绳等运动形式， 让学生在快乐中参与健身锻炼。

赵华 摄

易延坚 （右三） 与学生一起谈心

。

（资料图片）

比利时首相会见国务委员刘延东

新华社布鲁塞尔

4

月

17

日电

比利时

首相迪吕波17日在布鲁塞尔会见国务委

员刘延东。

刘延东向迪吕波转达了温家宝总理

的诚挚问候。 她表示， 中比关系近年来

发展顺利， 双方高层和各级别交往频繁，

经贸合作增长强劲，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

与协调。 中比关系取得成就， 有两点经

验非常重要： 一是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二是务实创新， 互利共赢。 中方重视中

比友好合作关系， 愿同比方一道， 继续

巩固政治互信， 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 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实现互利共赢。

刘延东说， 中比人文合作方兴未艾，

在科技、 教育、 文化、 传媒、 体育等领

域的合作成果喜人。 比利时是欧盟创始

成员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 可以在中欧

人文交流中发挥独特作用。 希望比利时

不仅成为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兴业的门户，

也成为中欧人文交流的桥头堡。

迪吕波请刘延东转达对温家宝总理

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说， 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钦佩， 中

国的国际地位举足轻重。 比方十分重视发

展对华关系， 赞赏中方为世界经济再平衡

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 比方愿与中方一

道， 进一步深化人文经贸等领域的全方位

合作， 并为推动欧盟整体对华关系作出积

极贡献。

当日， 刘延东会见了比利时王储菲利普

和联邦众议长弗拉奥， 并出席弗拉奥举行的

欢迎宴会。 刘延东还访问了鲁汶天主教大

学、 比利时微电子中心和新鲁汶离子束应用

集团公司。

2012届高校毕业生

入伍预征网上报名启动

可享学费补偿等五项优惠政策

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讯 （记者

焦新）

记者近日从国防部征兵办

和教育部有关部门获悉， 2012年

高校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即将正

式启动。 今年继续实行网上报名。

4月20日至7月20日， 报名参加入

伍预征的2012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可登录“大学生预征报名系统”

（网址为 http://zbbm.chsi.cn或

zbbm.chsi.com.cn） 进行网上报

名。

据悉， 今年国家对鼓励高校

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的政策进

行了完善， 入伍大学生可享受五

方面的优惠政策。 一是优先征集。

应届高校毕业生入伍时， 享受优

先报名应征， 优先体检政审， 优

先审批定兵， 优先安排使用。 二

是优待政策。 由政府补偿学费或

代偿国家助学贷款， 最高可达2.4万

元； 其家庭按规定享受军属待遇。

三是选用培养。 高校毕业生士兵可

优先选取士官； 符合条件的本科以

上毕业生可选拔为军官； 在报考军

校方面， 专科毕业生士兵可参加全

军统一组织的本科层次招生考试，

进入有关军队院校学习； 高校毕业

生士兵参加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

选拔， 年龄放宽1岁， 同等条件下优

先。 四是考试升学。 高校毕业生士

兵退役后， 参加政法干警招录培养

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的， 教育考试笔

试成绩总分加10分； 3年内参加硕士

研究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立二等

功及以上的，免试推荐入读硕士研究

生；高职（专科）毕业生免试入读成人

本科或经一定考核入读普通本科。

五是就业服务。

（下转第二版）

辽宁139所省示范高中

签减负责任状

违背承诺将撤销“示范”称号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辽宁

省教育厅日前与139所省示范性

普通高中就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

减轻高中生过重课业负担签订责

任状。 违反责任状内容的省示范

性普通高中， 将受到严肃处理，

直至撤销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称号。

责任状详细规定了高中生的

在校时间和家庭作业量； 走读生

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不超过8小

时； 寄宿生早上起床时间不早于6

点， 晚自习结束时间不超过21点；

教师布置给学生的书面家庭作业

总量控制在2小时以内； 不挤占体育

课、 艺术课、 团队活动和综合社会

实践活动时间， 不占用学生法定节

假日、 午间休息和自习时间组织集

体补课， 不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举办

的文化课补习班。

据悉， 责任状要求全省普通高

中严格控制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

不随意提升考试难度， 增加考试次

数； 不以高考升学率或考试成绩为

标准进行各种班级的荣誉排名和相

关奖惩。 学校和教师不以任何方式

公布考生的成绩、 名次及高考录取

信息， 或以任何方式炒作学校的升

学人数、 升学率及升入重点大学情

况的信息。

“一毛钱零食”威胁孩子健康

———南宁中小学周边“问题小食品”调查

■

新华社记者 欧甸丘

周蕊 吴小康

“最好吃的零食， 只卖一毛

钱！” 17日傍晚， 广西南宁市兴

宁区三塘镇中心小学刚刚放学，

校门口小卖部商贩就开始吆喝。

不到5平方米的敞篷里， 一

会儿就聚集了数十名小学生。 他

们掏出5角、 1元钞票买走了一茬

又一茬的“一毛钱零食。”

学校周边售卖食品的小卖部

不止这一个。 记者在附近的一个

小卖部里看到， 标称潮安县庵埠镇

某食品厂生产的“兴仔牌” 小馒头

净含量7克， 售价一毛钱， 包装袋

上印着动画片人物“美羊羊”， 注

明保质期为12个月， 但是包装上却

找不到生产日期。 标称为湖南省某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10克重“调皮

小子” 酒鬼鱼售价1角， 内有8条不

到一寸长的小鱼状食品， 也没有生

产日期。

在南宁市兴宁区四塘新兴街

上， 离四塘小学不到200米的一家

小卖部主要销售针对学生的5毛钱

食品。 记者看到， 部分食品包装上

没有生产厂家及地址， 如标称“田

老五” 牌的28克热狗肠， 整个包装

上都无法找到生产厂家名称及地

址。 在该店， 部分过期食品仍在销

售， 如标称为灵川县曾记食品厂生

产的32克香辣酒鬼方便食品 （湘味

面粉熟食）， 生产日期为2011年1

月17日， 早已超过 180天的保质

期。

“三无食品” 在离该店不到200

米远的另一个小卖部里公开出售。

比如一种售价为一毛钱的炒粉， 仅

用简易的透明塑料袋装盛， 包装袋

上无任何文字说明。 记者拿在手

里， 感觉到包装袋外面覆盖着厚厚

的油膜， 非常油腻， 散发出一种强

烈的麻辣味道。

利用各种噱头吸引学生购买，

是小食品促销的主要手段。 在南宁

市第四十五中学附近的一家小卖部

内， 标称为“福利来牌” 的35克麻

辣素食用近期热播剧主人公图像作

为包装图案， 但包装上却没有标注

生产日期。 在南宁市五塘镇中心学

校附近一家小卖部， 标称为潮安县

某食品厂生产的5克红牛固体饮料，

售价为一毛钱， 不仅使用红牛的图

片标志， 还使用了“红牛redbull”

字样， 虽然保质期标称为一年， 但

其包装上却没有生产日期。

由于中小学生辨别安全食品的

能力并不强， 问题食品在这些学校

周边的小卖部里非常受欢迎。 三塘

镇中心小学的一位孩子家长谭先生

告诉记者， 他曾多次嘱咐女儿不要

购买， 却未能奏效， “她看到同学

去买， 就控制不住也跟着去买。”

于是谭先生常常在放学前赶到学

校去接孩子， 防止孩子偷偷购买

小食品。

“毕竟我们不能强行把校门

外的小卖部关闭。” 三塘镇中心

小学一位蒙姓老师说， 平时老师

们在课上都会告诫学生， 不要购

买那些不卫生的小食品， 但对校

门口存在的几家小食品零售店，

她表示很无奈。

公然售卖的部分低价零食存

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 中小学生

们的身心健康正遭到威胁。 面对

问题小食品泛滥， 一些受访人士

说，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身影在

哪里？ 中小学生的健康谁来管管？

新华社南宁

4

月

18

日电

视线

今日关注

人口大县、 农业大县， 是

中国很多县域的现实状况； 底

子薄， 基础弱， 是这些县的共

同特征。 教育均衡之路在这样

的地区如何走， 选择在哪里起

步？ 一些地方的经验值得研究。

在不断消除差距

中追求均衡

———来自河南武陟的实践

■二版 （新闻·热点）

一位来自安徽芜湖的读者

向本报反映， 学校“教代会”

成员一换再换， 而他多年来却

从未见过一张选票———

谁剥夺了我的

选举权？

■五版 （基础教育·区域周刊）

■三版 （新闻·深度）

高中国际班，

该往何处去

陕西省商洛地区地处山区，

师资基础薄弱，他们以“国培计

划———中小学骨干教师远程培

训”为契机，开辟了一条教师全

员成长的新路。

破解教师全员

成长的难题

———陕西商洛市教师远程

培训让校本研修如虎添翼

中考在即， 一些城市的高

中国际班呈供需两旺的火爆局

面。 从中澳班到中英班， 项目

设置五花八门； 从8万元到10

万元， 项目收费屡创新高。 高

中国际班缘何火爆？ 高额的收

费是否合理？ 规模日益壮大的

国际班， 到底该怎样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