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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癸巳年三月初九

历史上的今天

筲1955年4月18日， 理论物理学

家、 相对论创立者阿尔伯特·爱因斯

坦逝世， 享年76岁。

筲1955年４月18日， 29个亚非国

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

万隆召开会议， 又称万隆会议。 这是

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

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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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在波士顿爆炸案中腹部受伤的中国留学生周丹龄被紧急

送往波士顿医疗中心，经过两次手术，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4月16日， 周丹龄的同学在波士顿医疗中心准备探望

手术中的周丹龄。

荩4月16日，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钟瑞明展示周

丹龄在恢复知觉后写下的“我什么都好， 不用担心” 字条。

新华社记者 王雷 摄

推行电子书包为何只做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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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县中独大不是春 5

版

成就特殊孩子的“阳光梦”

■翟庆文

总有学生问我： “老师， 您

的梦想是什么？” 每次我都回答：

“我最大的梦想是你们能看到我，

能看到这个世界。” 其实， 这也

是所有特殊教育工作者的梦

想———那就是， 让我们的盲童看

得见， 听得见。 泰戈尔说过：

“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 花的事

业是甜美的， 但是让我们做叶的

事业吧！” 特殊教育的老师们，

左肩担着对学生的爱， 右肩担着

对家长的责任。 为了这群追求光

明的孩子， 我们不忍心离开这个

岗位， 执着坚韧地工作着！

我还记得， 2010年8月， 首

届全国视障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技

能大赛即将在南京举行。 作为指

导教师， 蔡兵和张雪辉付出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精力。 学校成了他

们的家， 参赛学生成了他们的孩

子。从白天到黑夜，他们和学生一

起度过每一分钟， 当起了学生生

活上的保姆、精神上的导师。训练

期间，学生感到枯燥、压力大，蔡

老师就给他们讲故事， 进行心理

疏导。 为了让学生能快速提高电

脑技能水平， 张老师顾不得家里

的幼子， 把一颗心完全投入到学

生身上。 比赛时， 一直领先的张

帅帅在口答部分表现较差。赛后，

他坐立不安，心事重重，不停督促

蔡老师去给他问问， 直接影响了

下一部分的考试。 蔡老师抓住点

滴时间和张帅帅沟通交流， 既像

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 又像一名

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 张帅帅渐

渐恢复了自信、恢复了平静，最终

以全国第一的佳绩站在领奖台

上。学生们学习、生活、比赛、领奖

的身影始终和两位老师叠印在一

起，端来一杯水，擦擦脸上汗，手

与手相牵， 心和心相伴。 孩子们

在鲜花和掌声中微笑着， 老师们

在他们的背后欣慰地笑了， 流下

了幸福的泪水。

如果人们随意问一名淄博特

教中心的学生：“你想家吗？”孩子

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不想家！

在学校比在家里好！”徐福美是一

个来自沂源县的贫困女孩。 学校

领导和老师到她家的时候， 她正

在烧水，圆圆的脸上满是灰土，头

低垂着， 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流

露出无助与迷惘。她患有低视力，

自幼被父母遗弃， 和爷爷奶奶生

活在一起。她身体严重缺钙，手脚

长而僵硬，动作不协调，不愿与人

交流，严重自卑。为了减轻家人的

经济负担，让她能安心学习，学校

担负起她吃穿住用的基本费用；

为了让她享受到“父母”亲情，消

除自卑感， 校长主动担任她的在

校家长； 为了让她僵硬的双手能

够早日摸出盲文， 班主任刘宝霞

买来握力器， 课上课下帮助她训

练。她读中专以后，班主任郇智茹

手把手地教她按摩， 还亲自给她

当“病人”模特。 现在的徐福美活

泼懂事，低垂的头抬起来了，脸上

时时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她的伯

父每次来校， 总是动情地重复一

句话： “老师们太好了！ 谢谢你

们！” （下转第四版）

教育部通知要求

加强就业信息服务

坚决反对就业歧视

□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严禁发布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

□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

本报北京4月17日讯（记者 宗河） 当前， 2013年高校毕业生

正处于求职择业的关键时期。 为进一步组织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招

聘活动， 确保完成今年就业工作目标任务,教育部办公厅今天发出

了 《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各

高校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力

度， 严禁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 保护毕业生合法权益。

《通知》 要求， 各地、 各高校要把大力收集岗位信息作为当前

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确保招聘活动场次和岗位数量进一步增加。

要努力开辟毕业生到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等领域就业的新渠道。 各高校要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 等多种

方式， 调动各方力量， 采取多种方式， 为毕业生举办优质高效的

招聘活动。 对尚未就业的少数民族毕业生以及家庭经济困难、 就

业困难毕业生， 各地各高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专场招聘活动。 要

不断创新信息服务方式， 充分运用“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一

体化系统” 及就业网、 微博、 手机短信等新型传播手段及时发布

招聘信息， 切实降低毕业生求

职成本。

（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对4月15日美国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造成我国一

名留学生不幸遇难、 一名留学生

身负重伤十分关心， 特意委托有

关部门转达了对遇难学生的悼

念、 对受伤学生及两位学生家

属的慰问。 习近平指示外交部

和中国驻美国使馆、 驻纽约总

领馆全力做好遇难学生善后事

宜和受伤学生救治工作， 同美

方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处

理好相关事宜。

习近平主席十分关心在美波士顿爆炸案中

不幸遇难和身受重伤的中国留学生

□特意委托有关部门转达对遇难学生的悼念、 对受伤学生及两位

学生家属的慰问

□指示有关部门全力做好遇难学生善后事宜和受伤学生救治工作

本报综合新华社波士顿4月

16日电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16日证实， 美国波士顿马拉松

赛爆炸案3名遇难者中包括1名

中国留学生， 另有1名中国留学

生周丹龄受伤。 目前， 美国联邦

调查局正按“恐怖行径” 处理和

追查波士顿爆炸案。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官员表

示， 遇难中国公民的家属不愿公

开死者姓名。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馆将为死伤者家属赴美提供一切

必要协助。 总领事馆方面眼下正

在为受害者家属赴美处理相关事

宜提供协助。

受伤的是来自四川的波士顿

大学研究生周丹龄。 她15日与

同学一道前往马拉松终点附近观

看比赛， 在爆炸中腹部受伤；

16日在波士顿医疗中心接受了

两次手术， 目前伤情稳定。

周丹龄的波士顿大学中国同

学在波士顿医疗中心看望她之后

说， 当天周丹龄接受了两次手

术， 他们下午在重症监护病房见

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能露出一丝

笑容， 并能简单地说几个词。 此

前， 她只能通过纸笔与人交流。

据探望的同学说， 他们问周

丹龄是否需要什么东西， 周丹龄

的回答中包含了唇膏、 红色等

词。 不过正处在术后恢复期的

周丹龄仍然十分虚弱， 他们的

探望只持续了几分钟。

4月16日 ， 在美国波士

顿，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

事钟瑞明向记者展示了受伤中

国学生周丹龄在恢复知觉后写

下的“一切都好， 不用担心”

字条。

一中国留学生在波士顿爆炸案中遇难

受伤中国留学生已脱离危险

美国波士顿当地时间15日

下午举行国际马拉松赛期间突

然接连发生3起爆炸事件， 已

造成3人死亡， 另有176人受

伤。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16日

证实， 3名遇难者中包括1名中

国留学生， 另有1名中国留学

生周丹龄受伤。

美国波士顿发生爆炸

170余人死伤

波士顿———

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心

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部大

西洋沿岸， 面积125平方公里，

人口约62万， 是马萨诸塞州首

府和最大的城市。

波士顿是美国最古老、 最

具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 也是

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心， 在美国

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 这里高

等院校林立， 哈佛大学、 麻省

理工学院、 波士顿大学、 东北

大学等著名学府便坐落于此。

始创于1897年的波士顿马

拉松赛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马拉松赛事之一，今年是其117

届比赛，约有2.7万人参加。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

全力处理好中国

留学生死伤事宜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就美国波士顿马拉

松比赛爆炸事件造成中国留学

生死伤表示， 中国领导人和政

府对事件中一名中国留学生不

幸遇难、 一名中国留学生严重

受伤十分关心， 中国外交部及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多方开展

工作， 已同遇难者家属取得联

系， 中方有关部门将继续全力

协助有关方面做好相关事宜。

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

说，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负责

人已在波士顿医院方面协助下

探望了伤者。 伤者目前伤情较

重， 但伤情稳定， 无生命危

险。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将为

医院全力救治提供协助。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提醒留学人员

提高安全意识

本报综合新华社波士顿4

月16日电 美国波士顿马拉

松赛爆炸案发生后， 中国驻纽

约总领事馆启动应急机制， 派

专人连夜赶往波士顿， 通过多

种渠道确认中国公民和华侨、

留学生的伤亡情况。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告诉新

华社记者， 使馆教育处已通过

电话和邮件发布安全提示， 并

联络了辖区内各高校中国学生

学者联谊会， 请他们通过网页

等最快捷的联络方式， 提醒中

国留学人员进一步提高安全意

识、 外出尽量结伴同行， 并向

新来的同学提供安全资讯和帮

助。 如发生意外， 大家应及时

与使馆教育处联系。

西部计划今年将派

万名大学生服务民族地区

实施基础教育等7个服务专项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记者 黄小希） 记者17日从共青团

中央获悉， 今年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整体实施规模

保持在17000人左右， 继续派遣1万名左右志愿者赴民族地区服务，

实施基础教育等7个服务专项。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负责人介绍说， 2013年

由中央财政支持的西部计划全国项目于4月16日至5月26日接受应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报名， 详情可登录西部计划官方网

站 （xibu.youth.cn） 查询。 同时， 今年将全面落实接受服务的省

份面向全国高校开展招募工作， 不仅可以扩大毕业生的报名选择渠

道， 还能贴近西部地区的实际需求， 提高新招募志愿者的生源质

量。

据悉，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10年来， 始终围绕国家

西部大开发战略， 高扬理想主义旗帜， 探索了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引

导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建功立业的新途径， 共有14万多名青年

志愿者参加西部计划， 1.6万多人服务期满后扎根西部， 有效地促

进了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搭建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青年健康成长的新平台。

今日 评

微

学生不是银行的“资源”

■张树伟

报载， 近日， 黑龙江桦南县第一中学向该校高一、 高二学生提

出在指定的龙江银行存款的要求， 每个班级需完成50万元的存款任

务， 一些由于各种原因完不成存款额的学生心情落寞。

银行为了自己的考核搞出的“凑数字”的面子工程，本和教育没

啥关系，但该行有很强的“开拓”意识，知道学校是“优质资源”，于是

想出这一歪招。 无疑，这种商业行为严重干涉了学校的教育职能，影

响了教育形象和教育效果。

值得警惕之处在于， 学校不但“篱笆扎得不紧”， 而且把学生

当作自己的“资源” 来经营。 无论怎么解释， 学校只能是育人的场

所， 未成年的学生只能是受教育的对象， 而不是银行眼中的客户。

这所学校的行为，缺乏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不管是为个人还是为

学校谋利益，都违背了学校的育人宗旨，扭曲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

系、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带给学生的心灵伤害不容低估。 就如同一位

家长所说， 这件事让孩子因贫穷

受到歧视， 这比揽储还要坏100

倍。 这种在教育细微之处留下的

疼痛，有时候是无法弥补的。

受伤中国留学生周丹龄：

“我什么都好，不用担心！ ”

新闻链接

甘肃学生综合素质报告

今年起成高考录取参考

制成电子档案提供给招生单位

本报兰州4月17日讯 （记者 冲碑忠） 记者今天从甘肃省教育

厅了解到， 该省今年高考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报告， 将首次进入招

生录取工作， 成为高校招生录取时的参考依据。

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内容包括： 考生的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 基础素质评价结果、 学校3年总评。 综合素质评价报告由教育

行政部门提供， 省招办制作成电子档案， 录取时供招生院校参考。

此外， 甘肃省今年高考试卷各科目中除外语、 思想政治外， 其

他科目增加选考题， 选考题采取“超量给题、 限量答题” 的组卷方

式供考生选做。 为使考生能提前了解和熟悉考试变化， 该省招生部

门将组织专家命制一套包含答题卡式样在内的适应性训练试题， 帮

助考生提前“预习” 高考。

高校里的“神秘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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