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伟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贾庆林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吴晶
晶） 纪念钱伟长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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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招生秩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绍兴实行“零择校”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振 岳 ） 记者
近日从浙江省绍兴市教育局获悉，
从2012年秋季起， 该市所属6个区县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已全部实行
“零择校” 政策， 公办学校一律按户
籍 和 施 教 区 招 生 ， 实 行 “住 户 一
致”、 “免试入学” 的入学办法， 全
面取消跨施教区择校。
绍兴市教育局局长陈国阳介绍
说， 绍兴市要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
门根据生源情况和学校规模， 合理
确定各校招生施教区域， 确保施教
区范围与学校的招生接纳能力基本
相当。 施教区公办学校一律将班额
限制在省定标准之内， 如有多余名
额， 学校应向社会公告余额数及操
作 方 案 ， 按 照 “公 平 、 公 开 、 透
明” 的原则确定补招名单， 该市所
属的新昌县、 嵊州市部分学校今年
首次使用“摇号” 方式进行余额招
生。
绍兴市今年规范招生秩序， 推
行“阳光招生” 的具体做法包括：
实施公正透明的招生认定办法， 建
立招生信息公开机制， 有关招生计
划、 施教区划分、 入学资格、 招生
办法、 咨询电话等信息， 及时通过
媒体向社会公布； 建立招生结果监
督机制， 学生入学学校确定后， 发
布招生结果公告， 学生名单及有关
信息及时通过校园网络、 公告栏等
渠道公布； 建立学生升学信息部门
联合核查机制， 凡学生的户籍、 家
庭住房信息， 须在学校核查的基础
上， 由公安部门核查户籍信息， 由
建设部门核查住房信息， 确认无误
后才可以入学。
此外， 绍兴市还规定公办学校，
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住宿费外， 不

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座
谈会并讲话。
钱伟长同志是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
之一， 著名的科学家、 教育家， 杰出的
社会活动家， 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
人，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 七届、 八届、 九
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第

得收取其他任何行政事业性收费，
包括借读费等。 一旦发现与择校、
借读相关的变相乱收费， 将发现
一起、 查处一起。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 绍兴
市所属6个区县为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 缩小校际差距， 一方面
努力完善义务教育公共财政制度，
大力推进资源配置的标准化、 均
等化， 全面实现了县域内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经费拨款标准、 教师
收入标准、 学校建设标准、 师资
配置标准的统一； 另一方面又积
极探索教育集团模式下的一体化
流动、 托管模式下的精英团队式
流动、 制度引导下的骨干教师定
期流动等多种教师流动方式， 建
立常态、 有序、 合理的教师流动
机制。 同时， 通过实施农村完小
提升工程， 建立健全城乡学校协
同发展联盟体系， 创新托管、 共
同体等资源共享形式， 进一步缩
小了农村与城市学校、 名校与弱
校之间的差距。
今秋新学期绍兴市“零择校”
政策的出台， 从一定程度上遏制
了优秀生源的流失。 如绍兴市区
的树人中学， 本学期进一步深化
小班化教育模式， 对学生和家长
的吸引力日渐增强。 该校一位学
生家长告诉记者： “今年绍兴市
实行‘零择校’ 后， 市教育局想
了很多办法， 特别是教师流动的
加大， 市区几所初中学校的师资
力量更加均衡了。 比起选择班额
相对较大的名校， 我宁愿选择师
资配备优良的小班额学校， 开学
半个多月后孩子一直学得很开心，
也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五届、 六届、 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
第七届、 八届、 九届名誉主席， 中国科
学院资深院士、 上海大学校长。
贾庆林在讲话中全面回顾了钱伟长
的生平业绩和卓越贡献。 他说， 钱伟长
同志的一生， 是爱国的一生、 奋斗的一
生、 奉献的一生。 他的光辉业绩和历史
贡献， 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他的高尚品
格和无私奉献精神，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纪念钱伟长同志， 就要学习他热爱
祖国、 情系人民的崇高品德， 学习他与

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 真诚合作的坚定
信念， 学习他勤于钻研、 勇于创新的科
学精神， 学习他倾心教育、 甘为人梯的
大家风范。
贾庆林强调， 当前， 全国各族人民
正满怀信心地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我国的发展
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实现国家
富强、 民族振兴， 既是钱伟长同志等先
辈们的毕生追求， 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心愿。 （下转第二版）

■新闻调查

各类阶梯式培训班请君入瓮，各种夸大宣传让人眼花缭乱——
—

培训机构用什么“绑架”家长
■ 本报记者 钟剑都
8月20日， 北京市教委宣布，
坚决“禁奥”， 坚决禁止公办学校
单独或和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
托举办奥数竞赛等以选拔生源为
目的的各类培训班。
但是， 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
“禁奥” 后， 各大培训机构纷纷改
旗易帜， 以“科学实践”、 “快乐
思维”、 “数学尖子班” 的名目重
新将“奥数” 包装推出， 家长们
依旧热情， 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
能上所谓的名师课程， 甚至彻夜
排队报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
育研究所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在义务教育阶段， 我国城市家庭
教育支出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
30.1%。
那么， 培训机构到底靠什么
吸引家长的呢？ 记者就此进行了
深入的采访调查。

“替孩子考虑”式推
销诱家长入瓮
一位熟悉校外培训机构课程营
销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胡萝卜
加大棒” 模式是很多大机构主要的
课程推销模式， “光靠课程顾问的
巧舌如簧是不够的， 他们借助一批
网络水军， 在贴吧、 论坛和QQ群里
冒充家长， 赚取家长们的信任， 并
把奥数说成救命稻草， 然后推销课
程， 请君入瓮”。
记者加入其中一个规模较大的
“家长群”后，发现群主的登记信息里
的职业为“教育培训”。 群里一位资深
家长告诉记者：“这些家长群都是机
构建的，目的是为了拉客户。 当时我
加进来的目的是为了和其他家长交
流一下心得，结果发现好多都是机构
的托，经常一唱一和的， 互相吹捧。”
刚开始， 培训机构都会给家长
们一些甜头尝尝。 连日来， 记者在
多家培训机构以家长身份进行咨询

时， 都得到了培训机构的暗示或明
示： 他们机构有知名学校的老师前
来任职。 更重要的是， 他们和这些
知名学校有着密切的往来， 将来
“小升初” 时会把学员推荐给学校。
这种闪耀着名校光芒的“请柬”
让很多家长难以抗拒。 学生家长罗
先生曾坚持只给自己女儿报她感兴
趣的辅导班， 但当他听某培训机构
推广人员介绍说， 他们与一些名校
有深度合作时， 还是动了心。 尽管
女儿不喜欢奥数， 他还是给女儿报
了一个暑假的奥数班。
除此之外， 培训机构还定期给
“小升初” 学生家长开会， “透露”
各区“小升初” 的内幕， 而听众仅
局限在报班学生的家长中。 去年，
戴女士就在一家培训机构参加了一
次“内部会议”。“在给家长开会的时
候，对方负责人说，自己和某知名中
学校长关系不错，可以推荐学生提前
参加考试。 ”戴女士告诉记者，“现在
是奥数绑架孩子， 辅导机构绑架家

长， 我们家长是弱势群体。”

阶梯式的课程设置
“
套牢”家长
将家长“钓” 进圈内， 只是辅
导机构招生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们
会利用阶梯式的课程设置、 名师等
长线策略将家长们牢牢套住。 当记
者以高一家长身份咨询报班时， 某
培训机构的课程顾问热情地向记者
描绘了孩子升学的完美路线图：
“上我们这个超前联赛班的学生， 高
一末高考模拟达到125分， 50%全国
数学联赛拿奖， 全部学员自主招生
顺利通过， 高考数学达140分， 部分
学员145分以上。”
然而， 进班的条件却相当严苛，
“有三种途径， 一是您家孩子是我们
这里的暑假超前联赛的学员， 可以
直升。 另外自主招生的优秀学员可

以通过教师推荐， 还有一种就是
在前台做测试达标。”
一位从这家培训机构辞职的
元老级员工给记者解开了这个伎
俩： “这套阶梯式的教学体系，
其实就是给家长画了一张巨大的
饼， 将所有家长都套进来。 学习
成绩在中游的学生通过前台的测
试一般都会被分进培优精英班，
而你要想升入超前联赛班的话，
则要通过一级一级地晋升。 能进
入超前联赛和自主招生班的毕竟
是金字塔上的一小部分， 大多数
的学生最终都停留在培优班。”
而在等级考试的培训中，这种
情况更为明显。曾经笃定孩子有英
语天赋的王先生，从女儿上小学二
年级开始，就给女儿报了名目繁多
的英语考级辅导班，仅此项投入就
超过5万元。 （下转第三版）

关注校外培训系列报道·调查篇②

月饼盒变废为宝
荩近 日 ， 湖 北 襄 阳 阳 光 未
来美术学校的小学生用废旧月
饼盒制作人偶挂饰 “三国人
物”。 当日， 该校举行 “变废为
宝巧利用” 废旧月饼盒手工制
作比赛。
龚波 摄 （新华社发）

两岸清华大学签合作研究计划协议
将在生物科技、纳米科技等六大领域长期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陈键兴） 记者9日从北京清华大学获

悉， 该校校长陈吉宁8日到访台湾新
竹清华大学， 两校签署了 《两岸清
华大学合作研究计划协议书》。
根据 《两岸清华大学合作研究
计划协议书》， 两岸清华大学将在人
文社会与管理、 生物科技、 纳米科
技、 能源与环境科技、 基础科学研
究、 资讯与网络通讯技术等六大领
域展开长期合作， 以求优势互补、

共创双赢。
据了解， 陈吉宁一行与新竹清
华大学校长陈力俊及该校其他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就两校在学术
交流、 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等方
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陈吉宁表示， 两岸清华大学有
着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品牌， 此次
双方共同设立基金支持合作研究是
北京清华大学首次与高校共同设置
合作基金， 希望在基金设立的基础

上， 双方能增进友谊、 加强合作，
让更多的学生在交流合作中受益，
多出高水平的创新性成果。
陈力俊则表示， 两岸清华大
学同根同源， 一直有着密切的交
流合作。 今年是梅贻琦校长逝世
50周年， 陈吉宁校长到访新竹清
华大学， 具有重要的意义。 希望
两校以此次合作研究计划协议的
建立为契机， 使彼此的合作制度
化、 长久化、 持续化。

湖南将重点监控教育收费情况

百姓交口称赞的民生工程

监控期间相关单位不得评先评优
本 报 讯 （记 者 章 仙 踪 李
伦 娥 ） 湖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

—吉林市抓教育民生为群众办实事纪实
——
■ 本报记者 汪瑞林 陈帆波
黄金鲁克

“从今年开始， 吉林市实行低
保家庭孩子免费午餐政策， 家庭困
难的学生每天可以吃到9元标准的两
荤两素午餐，是全校就餐学生中吃得
最好的。 ”吉林市十三中学校长李福
全告诉记者。 该校低保家庭学生有
134人， 这些学生可以凭“爱心用餐
卡” 到专设用餐窗口享受免费午餐，
学校伙食标准分为7元、 8元和9元三
档， 免费午餐的标准是最高的。
为低保家庭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只是吉林市抓教育民生办实事的举
措之一。 吉林市教育局局长陈雁告
诉记者，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
吉林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将教
育纳入改善民生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几项教育民生工程让老百姓交口称
赞。 在吉林市， 群众对教育的批评
值班主编： 蔡继乐

和投诉变少了， 教育真正成为促进
社会和谐的因素。

“一餐饭 ”：困 难 家 庭
学生吃得最好
去年，吉林市一位人大代表到吉
林市城郊的哈达小学调研，发现有些
孩子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中午不吃饭。
吉林市教育局获知这一信息后，第二
天就去该校调研，并对全市的低保家
庭中小学生数量和用餐情况进行了
摸底。 很快，一项“低保家庭中小学生
就学免费午餐工程” 付诸实施：从
2012年起，全市低保家庭学生，初中
生和小学生每天按6元补贴， 高中生
和中职生每天按9元补贴。
免费午餐政策实施后， 各学校
低保家庭的学生午餐标准基本都高
于其他学生。 为了确保这笔钱吃到
学生嘴里， 吉林市要求， 以学校供
餐、 学校周边餐馆、 农家定点供餐
值班编辑： 禹跃昆

校对： 刘梦

为主， 原则上不发放现金。 对于一
些不具备供餐条件的农村学校， 就
把午餐补贴买成米、 面、 油送到低
保学生家中。 比如吉林市八中， 学
校没有食堂， 学校就让家长委员会
在校外选择饭店订餐， 让他们送到
学校， 学校和区防疫站每星期都要
进行检疫。
据统计， 今年春季学期吉林全
市共有低保家庭中小学生11410人，
仅此“一顿饭”， 一年投入将近1500
万元， 这笔补贴资金全部由市、 县

财政承担， 直接拨付给学校。

“一桶水 ”：一 年 耗 资
1700万元
记者在吉林市下辖的桦甸市第
六中学、 永吉小学等学校采访时发
现，每个教室的后部，都装有一台饮
水机， 旁边放着几桶统一配送的桶
装水。 学校老师告诉记者，全市学生
喝的都是这样的桶装纯净水。
吉林市境内水系发达， 素有
“江城” 之称，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

北方城市的5.4倍。 所以， 当吉林市
提出为全市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桶装
饮用水时， 有些人还不太理解。 这
还 要 从 2010 年 吉 林 市 那 场 水 灾 说
起。 吉林市市长赵静波在视察灾情
时，发现学生的饮用水卫生安全得不
到保障——
—有的用的是地表水，有的
用的是浅层地下水， 存在水体污染、
重金属超标等问题。 为此， 吉林市
委、 市政府下定决心， 让全市中小
学生都喝上安全卫生的桶装水。
（下转第三版）

今日 看点
■二版 （新闻·热点）

英语周报 协办

■五版 （职教周刊）

一所地方院校的 “第三本教育
“充分就业”实践 护照”掀起盖头来
今年 10 月，湖南文理学院确
保合格毕业生 100% 就业 的 办 学
经验被 《中国教育改革前
沿——
—典型案例（二）》收录。 一
所普通的地方高校， 是如何走
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道路的？

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中国教育报 主办

《湖南省教育收费重点监控制度
（试行）》，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
湖南对教育收费实施重点监控。
该制度明确规定， 将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市州、 县市区和高
校， 作为省级教育收费重点监控
对象： 每次通报教育收费举报情

况时， 举报数位居全省第一的市州、
前三位的县市区和高校； 发生典型
乱收费案件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市州、 县市区和高校。 省级教育收
费重点监控的期限为一年， 监控时
间从监控名单确定之日起计算。 监
控期满后， 教育乱收费问题得不到
有效解决的， 延长监控期限， 时间
为一年。

在国外， 创业教育被称为继
文 化 教 育 、 技 能 教 育 之 后 的 “第
三本教育护照”。 创业教育是一个
超前的概念， 是教育改革发展的
进一步提升， 是高等教育发展和
改革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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