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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高考前， 河北衡水二中为高

三学生营造“轻松而不放松”的氛围。

图为学生在课间操时间进行团队游

戏。 新华社记者 巩志宏 摄

■七版 （教师周刊）

优质课评选

多少浮云在蔽日

聚焦

2012年高考

中 欧 友 谊 之 树 常 青

5月下旬的一个清晨， 布鲁塞尔阳光

明媚， 微风徐徐， 鲜艳的中国国旗和欧

盟盟旗在欧盟第二学校正门的旗杆上迎

风飘扬。 校园的花圃里聚集着不少人，

其中有加尔文校长、 老师， 以及来自欧

盟27个成员国的各年级学生， 还有中国

驻欧盟使团的吴海龙大使和外交官们。

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抱着大熊猫

玩具的小孩子， 他们刚刚收到这份可爱

的礼物， 十分开心， 有的还向中国客人

展示他们写的汉字、 画的中国龙。 这里

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植树仪式。

大家都还清晰记得， 就在一个月前， 中

国国务委员刘延东来到欧盟第二学校参观访

问， 她同欧方师生亲切交流， 观看了学生们

演唱中国民歌、 朗诵唐诗， 聆听了交换生去

中国的体会， 并向学校赠送了多种有关中国

文化的书籍和音像制品。 刘延东国务委员积

极肯定了学校与中国伙伴学校开展交流合作

取得的成果， 鼓励校方继续深化与中方的合

作。

刘延东国务委员那次来到布鲁塞尔， 主

要目的是为了启动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

机制， 与欧方共同主持该机制第一次会议。

由于访问日程十分紧张， 在欧盟第二学校

的参观访问只有40多分钟。 告别时， 她不

无遗憾地对加尔文校长说， 她很喜欢孩子

们， 这次给他们准备了大熊猫玩具作为礼

物， 可惜没有时间看望幼教部的学生并赠

送礼物了。 她还希望能在校园里种下一棵

象征中欧友好的友谊树， 让孩子们天天都

能看到它， 与孩子们一起共同成长。

（下转第二版）

⑧

走进国家教改试点区特别报道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教育报主办

打出“组合拳” 刹住择校风

———江苏省盐城市治理中小学择校采访纪行（下）

■

本报记者 张以瑾

关注择校的人也许会好奇： 盐

城为何能在3年内刹住择校风？ 因为

在治理择校过程中， 盐城市摈弃了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的常规思

路， 采取政府统筹、 综合治理的方

式， 以“组合拳” 出击， 走均衡发

展、 内涵发展的路子， 标本兼治，

给“择校热” 降温。

政府统筹， 综合治

理择校难题

清理改制校前， 盐城教育最突

出的问题是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

在“国有民办” 学校。 明眼人都清

楚， 只有规范改制校才能打开择校

“死结”， 但这又绝非教育部门能解

决的问题。 盐城市教育局局长常逢

生说： “每一所改制校每年能为地

方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 要规

范改制学校， 必须依靠地方政府这

只强有力的手。”

2010年， 盐城市31所改制学校

按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 可向

学生收取择校费2.55亿元。 然而，

就在这一年， 盐城市政府作出一个

“自断财路” 的决定———要求教育部

门牵头， 人事、 财政、 物价、 监察

等部门合力推动清理改制校工作。

政府把所有改制校收归公办，

不仅财政收入大幅减少， 还必须化

解三大难题： 一是全部接管学校的

债务， 二是为学校运转提供经费保

障， 三是对大量由改制校自主招聘

的教师进行考核， 纳入编制管理。

盐城市教育局规划财务处副处

长陈勤说， 有些问题要不是政府揽

过来， 单靠学校力量很难解决。 比

如， 市教育局直管的盐城实验小学、

明达初中和盐城初级中学3所学校共

有1.5亿元债务， 如果靠学校每学期

收取的择校费偿付， 至少要10年才

能还清， 而规范办学后， 这些债务

全部由市财政承担。

在政府统筹、 多部门联动下，

清理改制学校工作势如破竹， 学校

债务、 教师编制等牵涉面很广的问

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得到解决。

市政府治理择校的决心和行动，

也激发了各区县乃至乡镇政府的积

极性。 阜宁县专门成立了由县纪委

书记任总指挥的“教育事业发展指

挥部”， 从财政投入、 划区招生、 师

资调配等方面统筹治理择校难题。

以前阜宁教师流失现象非常严

重， 最多时一年曾流失100多名优秀

教师， 导致乡镇学校几乎没有业务

骨干。 2009年以来， 在提高教师待

遇的同时， 县编办每年拿出200个编

制用于教师招聘， 县财政拿出专项

资金用于教师交流和培训。 现在，

阜宁县再也不为留不住教师发愁了。

“组合拳”出击，哪

里堵就疏通哪里

记者发现， 盐城市出台的所有

治理择校的文件， 都没有直接提

“择校” 二字。 这是为何？ 市教育局

初等教育处处长陈静说， 择校只是

现象， 政策和措施针对的则是深层

次的原因。

2010年， 在系统分析“择校热”

的基础上， 盐城市提出6项治理策

略： 一是清理规范改制学校， 二是

优化调整施教区，三是推行集团化办

学，四是实行校长教师交流，五是改

造薄弱学校，六是加快新校建设。

这些措施既各有侧重， 又相互

关联， 是一套设计科学的“组合

拳”。

（下转第七版）

�■

专家说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所副所长王一军：

科学发展才能真正破解择校难题

盐城用

3

年时间解决了 “条子

生”、 “缴费生” 问题， 让人不由得

想起小平同志那句话： “发展是硬

道理。” 盐城的经验告诉我们， 发展

既是数量的增长， 更是包括资源再

分配、 体制和制度创新、 能力提高

在内的质量提升。 首先是投入大量

资金新建学校、 提升教育装备水平、

进行校舍改造、 加强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 其次是教育资源的再次分配，

包括重新规划施教区、 骨干教师按

比例流动， 优质学校回归公办体制，

都使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老百姓。

再其次是制度创新， 施行集团化办

学制度， 并探索直办式、 领办式等

多种模式。 最后是能力提升， 包括

教育的执政能力、 学校的发展能力

与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等。

报考人数减少 录取比例攀升

———2012年全国高考数字变化的背后

■

本报记者 姜乃强

6月7日， 高考如期而至， 全

国915万考生走进考场。 2012年，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较去年减少了

18万人。 高考人数变化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原因， 又会对考生与

学校带来怎样的影响？

高考人数四年累计

下滑135万

据统计， 2012年全国高考报

名人数为915万人， 较2011年减

少18万人。 这是全国高考报名人

数自2009年以来连续第四年下

滑， 且创四年来的新低。

数据显示， 生源大省河南今

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82.5万人，

位居全国之首。 广东、 山东则以

69.2万人、 55万人分列第二、 三

位。 与去年相比， 全国有18个省

份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 其中

河南、 山东等15个省市为连续第

四年下降。

1999年高校扩招后， 高考报

名人数连续10年迅猛增长。 2008

年， 高考生源达到历史最高的1050

万人后开始下降。 2009年、 2010年

高考人数分别为1020万人、 957万

人， 2011年报考人数为933万人。

在生源下降的同时， 高校招生

计划仍在缓慢增长。 这一剪刀差带

来了高考录取比例的攀升。 最近4

年， 全国高考平均录取比例快速增

长，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 年 分 别 为 57% 、 61.7% 、

69.5%、 72.3%， 今年将达到75%。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有11个

省市的录取比例超过80%。 吉林省

2011年高考招生录取率达到92%。

在一些地区， 考大学正成为上大学，

高考落榜已成为历史。

有关专家预测， 高考人数的下

降趋势将持续到2018年。 高校生源

的逐年下滑， 缓解了上大学难的状

况。

（下转第七版）

民俗文化进校园

日前， 江苏省镇江市朱方路小学邀请当地烙铁画、 中国结、 糖画等民

间艺术家走进校园， 向学生展示民俗文化技艺， 指导学生在快乐体验中增

长见识， 学习传统文化。 图为镇江市民艺家盛珏在向学生演示烙铁画的创

作技艺。 石玉成 耿红 摄

今日关注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六月火热开赛

首次在天津主赛场外设10个分赛区

本报北京

6

月

6

日讯 （记者

刘琴）

18个专业大类、 96个比赛

项目， 4000支队伍、 近万名选

手，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将于6月在天津主赛场和河北、

山西、 吉林、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河南、 广东、 贵州等10个

分赛区火热开赛。

本次大赛由教育部联合天津

市人民政府等23个部门、组织共同

举办。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与以往

相比，本次大赛有五大亮点：

赛事规模再创新高。 参与主

办的单位由去年的16个增加到今

年的23个， 赛项数目由55个增加到

96个， 参赛选手由5038人增加到近

万人， 参赛队伍将达4000支。 大赛

共设18个专业大类96个比赛项目，

其中， 天津主赛场将举办45项比赛。

行业企业深度参与。 96个赛项

均由行业参与组织和指导， 企业参

与实施。 行业企业专家全面参与比

赛的设计、 命题和裁判工作。

竞赛管理更加规范。 首次在天

津主赛场以外设立10个分赛区。 大

赛执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

件， 内容涉及大赛的筹备工作、裁判

与仲裁、奖励工作、标志使用、企业合

作、 经费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 这

在大赛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下转第三版）

爱心点亮山村孩子求学路

———吉首大学学生李正龙义务支教的故事

■

本报记者 李伦娥

一名在校大学生， 在两年多时

间里， 53次往返湖南省最偏远的湘

西腊尔山， 只为一件事： 义务支教。

两年来， 他爬山涉水， 餐风露

宿， 自己买菜做饭， 掏钱给孩子们

买衣服文具， 给孩子们生活费， 用

爱心点亮了山村孩子的求学路。

他就是湖南吉首大学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大四学生李正龙。

一个偶然的

机会走进腊尔山

李正龙与腊尔山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2009年10月， 李正龙新认

识的一个朋友要去腊尔山义务支教。

出于好奇， 李正龙一起同行。 “我

清楚地记得， 那是10月12日。” 李正

龙说。 没想到这一去， 那个名叫拉

忍的小村子， 就长在了李正龙的心

里， 再也没能放下。

拉忍， 苗语意为“山之界”。 还

真有些名副其实。 腊尔山属美丽的

凤凰县， 但却是凤凰的西伯利亚：

山高奇寒缺水， 几年前才通路通电。

村子不大， 159户865人， 但极贫，

2010年人均收入才500多元。

尽管村子穷， 但还是有个名为

拉忍小学的教学点， 二年级以下的

孩子在这里就读， 隔年招生。

第一次上山， 学校有二年级和

幼儿班两个班， 李正龙被安排教幼

儿班， 17个孩子。

学校没有教室，唯一的代课老师

龙文刚，将自己的两间房子腾出来。

幼儿班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

李正龙为他们加上了美术、 体育、

音乐课。

上体育课的场景让李正龙很心

酸。 学校没有操场， 也没有体育器

材， 李正龙就让他们到山坡上的晒

谷场去， 将孩子们分成两组进行接

力跑， 赢了的发一颗糖。 那一天，

太阳下山了， 孩子们还不肯下课。

“山里的孩子很聪明， 可是太缺

老师了。” 这是第一次进山后， 李正

龙最大的感慨。 “只要没课， 我就

来教孩子。” 下山时他对龙老师和孩

子们说。

孩子们对他

产生了深厚感情

一诺千金。 这一年， 他又两次

上山。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 他一共

往返腊尔山53次。

这两年， 只要没课， 李正龙一

准出现在拉忍， 大四上学期， 他干

脆将所有的实习时间全给了拉忍，

有课时上课， 没课时就拿着摄像机

到处拍素材。

在拉忍支教， 李正龙最大的困

难是语言不通， 村民们大多说苗语，

学生们也没几个能说汉语的， 好不

容易班上有个叫杨锦莉的小女生，

汉语词汇多一点， 两年里， 她基本

成了李老师的小翻译。

第二个难题是孩子们的基础确

实不好， 李正龙让他们每天写日记，

很多孩子不会写， 结果交上来是一

句话： “今天我放牛了”、 “今天我

砍柴了”。 这让李正龙很心酸。

有一天，李正龙发现一个十二三

岁的孩子在村口玩。 后来才知道，这

个叫林生的孩子，父亲残疾，母亲跟

人跑了。 当天晚上， 李正龙就来到

孩子家，结果门一打开，露出的居然

是3个小脑袋。 李正龙决定帮助他

们， 负担3个孩子每月大约50元的生

活费。

（下转第三版）

女教师周玉兰

鲜血护准考证

■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舒畅 郑联学

湖北省宜昌市宜都二中教

务处女教师周玉兰， 在为高三

学生送准考证时， 遭遇劫匪。

搏斗中， 头部受伤， 她忍住剧

痛，死死护住孩子们的准考证。

她用生命保护准考证的义举，

受到当地市民的高度称赞。

6月4日下午3点半， 周玉

兰从教育考试部门领到用黑

色塑料袋包着的659张准考证

回学校。 4点左右， 就在她即

将走进学校时， 一个劫匪突然

出现， 并掐住了她的脖子。 在

反抗中， 黑色塑料袋从周玉兰

手中滑落。 劫匪用钝器猛砸

周玉兰头部， 鲜血很快就流

了出来。

“这些是孩子们的高考准

考证， 一定得留下， 我身上的

所有钱都给你。”忍着剧痛， 周

玉兰将挎包丢了出去， 并顺

势将黑色塑料袋拉回自己身

边。 劫匪在她的挎包中取走

钱包后， 逃离现场。 周玉兰

迅即起身， 抱着黑色塑料袋

直奔校园。

（下转第二版）

湖南新邵县一名读者近日

走访几所学校， 发现几乎每所

学校旁都有一两家麻将馆。 他

建议相关部门清理整顿学校周

边环境， 让学校周边真正成为

一片安全的净土。

■二版 （新闻·热点）

麻将馆开在

学校旁，荒唐！

要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夯实基础非常关键，必须更好地

理顺机制、整合资源、丰富内涵。

在基本均衡实现后，应如何明确

用力方向、精细谋划发展？ 沈阳

市大东区对此进行了探索。

■五版 （区域周刊）

优质均衡从

打牢根基开始

优质课理应成为引领教学

改革与创新的风向标。 但在现

实教学中， 优质课评选却常常

毁誉参半。 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追问优质课的来龙去

脉， 会发现其中的许多问题。

看点

今日

教育部再次提醒广大考生诚信考试

本报北京

6

月

6

日讯 （记者 焦

新）

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

保卫工作已全面展开。 国家教育统

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相关成员

单位密切协作， 为确保考试安全和

秩序， 近日公安部组织各地公安机

关从互联网线索入手， 深入排查，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 两天之内一举

打掉了贩卖所谓试题、 答案、 作弊

器材以及涉嫌考试诈骗的“飞龙教

育在线”、 “尹珍助考”、 “正安助

考” 等多个涉考犯罪团伙， 依法关

闭“高考答案网”、 “考试工具网”

等4个非法网站， 缴获作弊器材1万

余套 （件）、 银行卡60余张， 抓获

犯罪嫌疑人40余名， 有关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各地公安机关将按

照联席会议机制要求和公安部统一

部署继续加大对涉考犯罪的打击力

度。

教育部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 切勿轻信网上各种涉考谣言及

诈骗信息， 避免上当受骗， 并希望

广大考生诚信考试， 遵守考试纪律

和要求， 远离作弊。 同时再次正告

社会上少数不惜铤而走险的不法分

子， 对任何企图干扰破坏国家教育

考试的行为， 必将依法予以严惩。

对于顶风违纪、作弊的考生及考试工

作人员，一经查实，教育部门将依照

有关规定从重、从严、从快处理，决不

姑息、决不迁就、 决不手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