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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将新增

30所幼儿园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

上海市

政府日前确定2013年要完成的与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10件27项实事，新增30

所幼儿园等4个教育项目被列入其中。

其他3个政府实事项目包括： 为

300所郊区初级中学更新、 配齐实验室

设备， 完成300所中小学校园直饮水工

程建设， 扶持70所老年学校开展标准

化建设。

据了解， 2013年上海将研究和创

新民办三级幼儿园和学前儿童看护点

的管理办法， 启动全市保育人员专业

培训， 通过城郊结对、 农村园长培训

等方式提升郊区农村幼儿园质量， 推

进0至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的试点工作，

推进学前教育资源库建设。

上海还将推进城区优质教育资源

赴大型居住社区和郊区新城办学， 开

展第四轮郊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委托

管理工作， 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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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假期奔走在各个培训班之间，12岁的小学生无奈求告———

妈妈啊，让我慢些走……

■

本报记者 郭炳德

2

月

17

日发自河南郑州

睡懒觉， 走亲戚， 看闲书， 放鞭

炮， 这些伴随着寒假而来的好事， 对

于郑州市风雅颂小区12岁的晓伟 （化

名） 而言， 几乎全成了奢望。

2月16日， 郑州市中小学生放寒假

已经快二十天了。 上午8:30， 晓伟就

背着沉甸甸的书包， 被妈妈牵着一路

小跑地往学校赶。 9点差5分， 母子俩

走进校门口一间挂着“幸福乐学培训

班” 牌子的教室。 几分钟后， 大约是

学生和老师接上了头， 母亲走了出来。

“放寒假了， 孩子也闲不下来呀？”

记者上前攀谈道。

“哪里敢闲呀？” 这位母亲对记者

“幼稚” 的提问一脸不解， “没听说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吗？”

“放假补课几天了 ？ 补的什么

课？”

“刚放假就开始补了！ 孩子英语基

础差， 考试总拉分。 6月份就该毕业

了， 不补能行吗？ ‘小升初’ 那可是

拼爹拼钱拼实力呀！”

“‘小升初’ 不是就近划片儿吗？”

“那是对外公布的。 实际上， 甭

想！” 晓伟的妈妈说， “初中名校早就

派出了多路人马， 对辖区的小学毕业

班进行明察暗访， 凡是成绩稳居前10

名的学生， 他们都要提前掌握， 然后

再结合毕业考试成绩进行暗中挑选。

我们为什么这么慌张？ 孩子的成绩总

是擦边儿， 心里没底呀！”

“这一个月寒假就不准备让孩子玩

儿吗？” 记者问。

“年初一当然休息了。 人家老师不

干呀！” 晓伟的妈妈说， “初二下午开

课。 我们是上午英语和奥数。 下午语

文， 主要补阅读和写作。”

“孩子累不累？ 能学得好吗？”

“累！ 咋能不累？ 但他也明白‘吃

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的道理呀！”

见记者皱眉， 这位母亲又说， “靠玩

能玩出100分吗？ 靠玩能玩进北大清华

吗？ 靠玩能玩出个好工作吗？ 你没看

现在年轻人就业， 先看你本科还是专

科， 名牌还是普通， 学历高了， 还直

接给加分呢！ 总说不唯学历论， 嘿，

谁信？”

正说着， 随着一阵乱哄哄的声音，

辅导班下课了。 记者抬头一看， 一个

教室足足涌出来100多名学生。 晓伟也

一脸疲惫地被人流裹到了母亲身边。

“下课啦！ 呀， 不跟你说了， 我们

还要赶奥数班呢！ 十点半开始。 快，

晓伟！” 一边说着， 她一边拉着孩子往

人群外挤。

“妈， 慢一点走。 刚才我都把肚子跑

疼啦！” 晓伟哀求妈妈。

“傻孩子， 赶不上开头你这一节课都

耽误了。 走快点， 不然就要迟到啦！” 母

亲没有听从儿子的求告， 半拉半拖地带

着孩子上了路……

后记 ： 虽然没能和晓伟直接交流 ，

但记者已经感受到这个

12

岁的孩子所承受

的巨大压力。 当晓伟求告母亲在上补习

班的路上 “慢点儿走” 时， 本该最疼儿

子的母亲却没有动恻隐之心。 想让孩子

成才， 这位母亲没有过错。 但给孩子那

么大的压力， 又该怪谁呢？

动态

改革

●

香港郭氏嘉里基金日前资助青

岛

413

名农村贫困中学生

该基金是

2011年由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与

青岛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市教育局达

成合作意向， 共捐赠人民币200万元设

立。 此次共发放资助金32.94万元。

（记者 孙军）

●

北大为留校贫寒学子搭建 “温

暖家园” 平台

春节期间， 北大学生

资助中心组织了“我来说说家乡民俗”

项目， 开辟民俗交流、 欢乐游艺、 科

技探索、 水果茶点等区域。 此外， 今

年寒假留校的100余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每人还获得500元的新春专项补助。

（记者 柴葳）

广州大学

教授赴企业从事博士后研究

本报讯 （记者 赖红英 ）

近日，

广州大学土建类专业的焦楚杰教授和

王学通教授在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做了博士后课题

的开题报告。

焦楚杰的课题主要研究钢纤维轻

骨料混凝土材料与构件性能， 预期成

果有利于推动钢纤维轻骨料混凝土在

土木工程中的应用。 王学通的课题主

要研究基于集成管理理论的总承包企

业组织模式。 预期成果有利于提高总

承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改善企业整

体绩效。

作为广州大学推进工程类专业教

育综合改革的有力举措， 目前广州大

学共有4位青年教授成为广州市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的在站博士后。 教育界和

工程界多位专家都认为， 青年教授进

入企业博士后科研站工作， 可使高校

和企业优势互补， 在人才队伍培养和

工程技术攻关方面深化校企合作， 形

成学校、 企业、 教师等多方面“互利

共赢” 的发展模式。

中国科大

量子芯片运算速度破世界纪录

本报讯 （记者 俞路石 ）

日前，

中国科大郭国平教授研究组成功在

“一个电子” 上实现10皮秒级量子逻辑

门运算， 将原世界纪录提高近百倍，

为实现基于半导体的“量子计算机”

迈出重要一步。 目前， 相关研究成果

已发表在 《自然—通讯》 上。

据悉， 中国近年启动“超级973”

重大科技专项“固态量子芯片” 项目，

力争在全球下一代计算芯片竞争中占

据主动。 该项目首席科学家郭国平教

授研究组及其合作者， 基于新的研究

思路在近期制备出一种栅型双量子点

复合结构， 通过调节加载在栅电极上

电脉冲的高度和宽度， 成功实现了世

界上最快速的单电子电控量子逻辑门。

“更快的量子逻辑门操作是实用化

量子芯片多量子比特集成和运算的首

要条件， 只有更快才有可能将量子计

算从小规模的实验室演示推向真正的

实用化。” 郭国平表示。

天津义务教育学校

2015年全部达到新标准

本报讯 （记者 张宝敏）

记者日前从天

津市教委了解到， 天津市自2008年启动实

施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以来， 目前

全市1190所义务教育学校已全部通过了达

标验收。 为巩固和提高建设成果， 目前， 天

津市教委又制定了2013—2015年建设标准，

要求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到2015年要全部达

到新的标准。

新标准共分为办学条件、 学校管理、 教

师队伍、 素质教育4个部分， 100条建设标

准。 按照这一标准， 在未来三年内， 天津市

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合理规划学校布

局， 落实就近入学制度。

天津市副市长张俊芳介绍， 新一轮标准

建设， 是上一轮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

设的延续和提升， 目的是巩固建设成果， 向

更高水平均衡发展迈进。 新的标准建设有三

方面的提升： 一是体现了教育规划纲要的新

思想、 新观念。 二是突出了软件建设和内涵

质量提升。 三是强调了现有教育资源的充分

使用。

传真

每日

近日，北京崇文小学合唱团在美国洛杉矶迪斯尼乐园举办的“相约中国

节”庆典活动中唱响《北京新童谣》，展示中国传统节日的祥和、喜庆与活力。

王洁 摄

一名小义工在认真整理图书。 寒假中， 江苏省无锡市机关工委、 新华书店等单位

联合开展 “担当快乐小义工” 活动，

140

名小学生分批在新华书店参与引导顾客、 整理

图书等实践活动， 体味劳动的艰辛和快乐。 盛国平 摄

� � 新闻

图片

（上接第一版）

此外， 该区还采取集团互派、

进城进修、 轮岗交流等形式加强教师流动，

上学年全区共交流教师231人， 占义务教育公

办学校教师总数的14.7%。

2012年暑期， 清浦区教育局又从城区学

校遴选了25名骨干教师到农村支教。 谈起自

己第一次到电站教学点报到时的情形， 特级

教师陈军记忆犹新。 那是8月30日上午， 校园

里彩旗飘扬， 校门口的学生家长排了好几排，

当他们乘坐的汽车开近， 人群里的掌声一阵

接着一阵。 陈军是从城区的人民小学来支教

的， 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其他城区学校的5位

年轻教师。 作为全区支教教师组组长， 陈军

除了每天在电站教学点上课外， 还要抽出时

间到城南、 盐河、 黄码三个乡镇的教学点和

村小指导教学。 原来在城区新民路小学任教

的万兆荣老师， 主动要求来到谢碾教学点，

不仅教课， 还辅导老教师使用电教设备、 开

展教育科研。 人民小学副校长薛桂萍挂职担

任城南乡新闸小学校长， 新校舍、 新校长，

学校面貌一新。 原来这里到城里择校的学生

比较多， 本学期已有8人回流就学。 学生家长

说： “现在家门口学校条件这么好， 还来了

城里的名教师， 用不着费劲儿去借读了。”

为了鼓励城区教师下农村， 清浦区出台

政策， 对不同层次支教教师分别给予每月600

元到1000元的津贴， 每人每月发放300元伙

食补贴。 “区教育局考虑得很周到， 每个支

教团队每月还有1200元交通补助， 我们每天

拼车上下班， 大家轮流开车， 费用足够了。”

从城区纪家楼小学到甘露棚教学点支教的魏

怀珠老师高兴地告诉记者。

在采访调查中记者发现， 由于一些农村

学校达不到义务教育办学标准， 导致许多农

村学生到城镇学校借读， 进一步加剧了学校

之间的不均衡， 造成部分农村学校生源过少、

师资和教学设施浪费， 城市学校出现“大班

额” 现象， 加重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 农

村学生的择校之痛成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短板”。

“地误一茬， 人误一辈子。” 如何让农村

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在清浦区的采访中，

记者深切地感受到， 破解择校难题的关键在

于地方政府是否有决心真正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 一方面要将有限的教育经费主要投

入到薄弱学校和农村地区， 推进义务教育公

共资源均衡配置。 另一方面， 要均衡配置师

资力量。 地方教育部门要创新机制， 出台鼓

励优秀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的政策。 均衡教

师收入、 福利待遇， 提高在边远地区和农村

工作的教师待遇， 逐步推行区域内校长、 教

师轮岗， 还可以实行区域内中小学教师评聘

高级职务 （职称）， 必须有在农村或薄弱学校

任教的经历， 让师资合理流动。

某些高校为节约成本，随意延长假期、压缩课时——

高校寒假到底该放多长？

■

本报记者 王强

近日， 有家长和高校工作人员向记

者反映， 一所学生在一万名左右的高校，

冬天多放一天假， 能节省成本20多万元，

一些高校为了节约办学成本， 随意延长

假期、 压缩课时。

多放一天假能节省20

多万元

下午两点多， 吃完午饭， 帮妈妈洗

了碗、 拖完地， 看了会儿电视， 小李跟

往常一样， 坐到电脑前， 开始上网浏览

新闻、 找一找实习机会。 这种睡到自然

醒、 逛街或上网的悠闲生活， 小李已经

连续过了40多天了。

小李是武汉某高校研一学生， 学校

年初贴出通知： 寒假放假时间为1月12日

-2月24日， 2月25日、 26日返校报到注

册。 而事实上， 1月4日下午考完最后一

门考试后， 她就可以回家了。 “有的同

学当天晚上就回家了， 我在学校还有点

事儿要处理， 所以1月6日才回家。” 小李

告诉记者， 每年都是这样， 课程一结束

就可以回家。

学校贴出的放假时间是43天， 但像

小李这样， 从1月6日开始休寒假， 直到2

月25日开学， 寒假共有50天。 “寒假时

间太长了， 学校是否在借放长假降低办

学成本？” 小李的妈妈看着孩子整天在家

“浪费时间”， 对学校放四五十天寒假的

做法有些不满， “每年学费没少交， 我

们当然希望孩子能在学校待久一点， 多

学一些知识， 放假时间别那么长。”

记者了解到， 全国很多高校寒假的

时长普遍在30天至50天， 也有部分高校

规定的寒假时间超过50天， 而有关部门

并没有对假期长短予以统一规定。

东北一所高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延长假期、 缩短课时确实能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学校的开支， 尤其是冬天， 北方

高校有高昂的供热成本， 使一些高校选

择长寒假的模式， 以节约办学成本。 他

粗略地跟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所一万人

的高校， 一个冬天的暖气费大约在1200

万元左右， 而水电费的价格也不菲， 按

照现在的标准， 冬天多放一天假， 可以

节省暖气费和水电费20多万元。

高校不可随意延长假期

“寒暑假的假期安排， 高校一般是根

据每学期的教学计划制定的， 一旦课程

结束， 考试完毕， 就可以放假了。” 陕西

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科科长张玉

鹏告诉记者， 一般来说， 每个学期初，

学校都会制作一个教学进度安排表， 比

如某门课程， 从开学第1周到第16周理论

课结课， 然后有2周的实训课程和1周的

考试。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杨

海燕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相关的法律、

法规均没有关于高校寒暑假假期长短、

放假起止日期等硬性规定和标准。

杨海燕说， 由于没有国家层面的规

定， 所以很多省市为了遏制一些高校随

意延长假期、 压缩课时的做法， 纷纷出

台了一些关于假期的规定： 例如山东省

就有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高等学校假

期管理的通知》 规定， “高等学校应当

围绕人才培养这一中心工作， 安排充足

的教学时间， 开展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

务活动， 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

定的标准。 全学年教学总周数不得少于

40周。 每学年寒假、 暑假放假总天数不

得超过85天， 并不得以实习的名义变相

放假。”

然而， 尽管如此， 一些高校为了应

对这类规定， 故意设置较长的注册期，

实际上推迟了开学时间。

在杨海燕看来， 虽然高校可以自定

何时放假、 放多长时间假， 但还是应该

在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当地的具体规

定范围之内来进行。 “随意延长假期、

缩短课时， 无视相关规定和学生利益的

高校应受到惩罚。”

寒假长短不能只考虑

办学成本

像小李这样， 寒假放50天， 对下学

期的学习会有影响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小李坦言，专业课

还好，因为没有什么延续性，下个学期开

的都是新课，所以没压力。“但英语比较麻

烦，50天后回到学校，很多单词都忘了，需

要一段时间去恢复。” 小李的妈妈则担心

这么长的寒假，学校课时会不会减少。

张玉鹏说， 家长的担忧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学校一般不会增加总的放假时间， 学生在

校的总天数会符合相关规定。

据介绍， 有些地区是把平时双休日改为

单休日， 通过增加课时来延长假期。 像甘肃

兰州地区的一些高校， 就采取这一措施， 尽

可能缩短冬季校舍供暖时间， 课时并未减

少， 只是相对集中。 这样既节约了学校开

支， 又为国家节能减排做了贡献。 据了解，

天水师范学院通过上述方式， 仅煤、 电两项

一年就能节省约200万元。

“高校假期时间长短的安排， 应因学校

而异、 因专业而异， 最终着眼点应放在学生

身上， 而不应只从节约办学成本上去考虑。

有些专业的学生需要更多社会实践的时间，

所以假期相对长一些对他们有好处； 但有些

偏理论的专业， 则对课时要求高一些， 对这

部分学生， 课时一定要保证。” 张玉鹏说。

他告诉记者， 国外高校的假期就很有弹

性， 很灵活。 比如德国一般暑假为7月到10

月，寒假为2月到4月，大学生每年享受的各类

假日加起来约有150天，利用假期出国游学、

旅游的很多。 美国高校除了正常的寒暑假之

外， 每年都在春季学期中间安排一到两周的

春假，使学生有更多时间参与社会实践。

寒假期间，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推出 “新春新玩法” 系列活

动， 吸引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前来参加。

董少校 摄

丰富多彩的寒假

观察

付业兴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