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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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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都区
指导家长理性选择校外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何朝琳）暑期来临，要不要送孩子去培训

机构、选什么培训机构一直是家长们的“假期难题”。近日，丽水

市莲都区教育局发布了《告学生家长书》，公布了第一批“莲都区

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告学生家长书》建议家长与孩子一起商量制定暑期计划

表，合理安排学习和娱乐，做到劳逸结合。如确需为孩子安排校

外培训，要多听孩子的意见，选择孩子喜欢、感兴趣的项目和内

容。在挑选培训机构时可对照“白名单”，并坚持“一看、二试、三

存”的原则，看清办学许可证，试听培训课程，保存好重要的维权

证据。同时也要远离非法培训机构，客观理性地看待校外培训

机构。

今年6月，莲都区根据国家、省、市统一部署，启动了中小学

生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该区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管、消

防、公安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出动检查216人次，对全区中小学

生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全面排摸和实地核查，建立了近300家

校外培训机构台账，为实施分类整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湖州
有了青少年创客教育协会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近日，湖州市举行了青少年创客教

育协会成立大会。当地的中小学、幼儿园及相关教育机构共50

余家单位加盟该协会。

协会发起人之一、湖州师范大学理学院教师呼格吉乐说，协

会将通过构建创客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为高校、职校和中小

学校搭建一个分享和交流的平台，帮助开发完善创客课程，开展

创客教育研究，让更多孩子零起点、零门槛地进入创客空间探

索。同时，协会还将定期组建一支专家团队，一方面为各成员单

位提供师资培训、课程指导、教学点评等服务，另一方面将借助

“广场科普”活动，面向学生和家长展示青少年科创作品，提升

创客文化在湖州地区的影响力。

目前，该协会已针对幼儿园、小学、中学开发出了首批11本

教材，预计9月出版。每本教材都配有相应的教学资源包，内容

融合了科学、数学、物理、化学、艺术等学科知识，侧重培养学生的

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该协会正在筹建网

络平台，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农村师生也能受惠。

□朱小峰

达康书记扬起手指向前方，张开的

嘴巴以及眼神中透露着几分急切……这

不是电视剧里的场景，而是印在考研培

训机构宣传单上的画面。在达康书记急

切面孔的下方还写着一行字：“大二考

研的你，抓紧扫一扫。”媒体记者在调查

中发现，考研低年级化已经不是什么新

鲜事。（6月30日《工人日报》）

这条新闻一出，便立刻引发了一场

口诛笔伐。说本科教育应试化的有之，

说高等教育功利化的有之，不外乎是反

对学生过早地加入到考研大军中，不该

过早地把学习与考研的科目捆绑，限制

了本专业的学习宽度和广度。

以前学生考研，大部分都是从大三

下学期开始，从大一、大二阶段就开始专

心准备的，确实不多。其原因很简单，那

时的社会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大学生的

就业相对轻松，不急于用研究生的头衔

去增加就业砝码。因此，考研的学生数

量和准备考研的启动时间都比较固定，

既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校园考研群体，学

生也不会这么早就投身于考研准备。

而眼下的现实情况不一样了，大学

毕业生的总量年年增加，求职的压力与

日俱增，人才市场对于学历的要求也水

涨船高。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求职市场谋

得一个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考研俨然成

了“标配”。为提高自己的学历竞争力，

考研学生的数量增加，考研准备的时间

提前，实为无奈之举。

对于考研低年级化现象，我们绝不

能乱扣帽子一棍子打死，首先要看到学

生和家长面临的压力，以及学校发展面

临的困难。就目前的评价标准看，一所

高校，能考上多少研究生，业已成为检验

人才培养成果、提高排名的硬指标之

一。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学生大面积考

研，甚至提前到大一、大二去准备考研，

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如果只是出于学生就业和学校排

名的驱动，而不是真正为了学术研究的

单纯目的出现考研低年级化现象，还是

很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毕竟研究生阶

段的教育是以学术研究及其应用为学习

目标，如果只是为了就业而从事研究性

学习，不仅学生自身缺乏深度学习的兴

趣，学得很痛苦，也会损害研究生学习的

庄重学术地位，模糊了研究生教育和本

科教育的界限，妨碍了国家科研事业的

正常发展。

要避免这种现象，就有必要改革现

有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毕业标准，实行

“宽进严出”，把真正对学术研究有兴趣

的学生放进来，把希望通过一次性入学

考试来获得就业筹码的学生拒之于门

外，从而有效地维护研究生教育的高水

平发展，同时促使那些只想就业的学生，

安心于专业技能的学习，真学本领，学真

本领，从而在人才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本报通讯员 陈洪标

“七一”前夕，浙江传媒学院

77岁高龄的退休教师陈志凤向

学校递交了一份手写的入党申

请书。

她说，自己从上大学时，就

有入党的梦想，“这是我这一生

最重要的愿望，因为之前觉得自

己不够党员的标准，还需要再努

力，所以一直没有递交入党申请

书，但初心不变，随着年龄的增

长，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越发

强烈，希望党组织能让我实现

59年来的心愿。”

此前，她有一个守了15年

的秘密在校内悄悄传开，打动了

每一个人。

事情要从15年前说起。那

是2003年11月的一天下午，陈

志凤坐公交车前往位于下沙的

浙江传媒学院新校区。1997年

就已经退休的她被学校返聘，

给专升本的学生上课。就在等

公交车的间隙，陈志凤看到了

一个40来岁的男人，带着一个

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孩，在向路

人乞讨。

作为新闻传播专业教师，职

业敏感让陈志凤走过去了解情

况：是不是拐卖儿童，还是拿孩

子乞讨？原来，这位男子叫张继

虎，安徽阜阳人，妻子病故后来

杭打工，结识一女子并生下了这

个孩子。可惜的是，孩子的妈妈

却因难产去世了，再加上孩子生

下来手脚就有残疾，1岁了还不

会走路。张继虎自己身体也不

好，又要照看孩子，没办法再去

打工，只能暂时靠乞讨度日

没想到他的经历这么悲惨，

陈志凤就把身上带的15元钱给

了他。第二天，她在车站又看到

在乞讨的父女俩。这时，躺在婴

儿车里的女孩醒了，看到她，使

劲伸脑袋，对她笑。就是这一

笑，把陈志凤打动了，她决定帮

帮这父女俩。

陈志凤对张继虎说，孩子每

个月500元的生活费由她来出，

资助 16 年，直到孩子成人为

止。但有个条件：就是不能再带

孩子讨饭了，不然会毁了孩子一

辈子。如果被她发现张继虎还

在继续乞讨，不仅要停止资助，

而且已给了的钱也要退还。

就这样，陈志凤开始了对女

孩的资助。实际上，她并不富

裕，每个月退休工资也就2000

多元。陈志凤把这个秘密藏在

心里，没有告诉家人，连女儿也

没有说。

张继虎如约带孩子回到老

家阜阳。不到两个月，陈志凤接

到他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得了肺

炎，不会好了，心里放不下这个

孩子，只好把她托给恩人了。其

实，当时，张继虎已是肺癌晚期，

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女儿由她

同父异母的大姐来带。

陈志凤不放心，决定去阜阳

一趟，看看孩子的情况。经过接

触，她发现孩子的大姐和姐夫都

很淳朴，但这个家庭比较贫困。

除了之前承诺的每月500元外，

陈志凤还在逢年过节、孩子上学

时额外寄了不少钱。

如果不是2011年查出得了

结肠癌，陈志凤也许就会一直这

样默默地资助下去。

在那次手术前，她考虑到自

己可能不一定挺得过去，犹豫了

很久，找到多年的老同事、离退

休第二党支部书记金玉琴帮忙，

告诉她自己这些年来资助阜阳

女孩的情况，担心自己完成不了

当初许下的承诺。

金玉琴当场表态：“陈老师，

不要担心，假

如 你 不 能 完

成，我们肯定

帮你完成。你

安心看病。”陈

志凤把接下来的几个月生活费

交给她，请她按时汇给孩子。

她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把这件

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

和女儿。

这件事让金玉琴很感动，她

也把这个秘密坚守了7年。

今年4月，浙江传媒学院离

退休第二党支部开民主生活

会，投票谁是好党员。有人把

票投给了陈志凤，这才发现她竟

然还不是党员。80多岁的老支

部书记金玉琴在做自我检讨时

说：“我们身边有很多闪光的

人，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哪

怕非党人士，也要学习。”她顺

带地把陈志凤 15 年来资助安

徽残障女孩的事迹说了出来。

至此，这个隐瞒了15年的秘密

才被人们所知晓。

收到陈志凤的入党申请书，

金玉琴说这是她担任党支部书

记这么多年来最为感动的一次，

同时也非常高兴，“因为又有一

位优秀的同志要求加入我们的

队伍。”

浙江传媒学院一退休教师

用15年资助写下入党申请

寻找身边的感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考研低年级化要多些反思

舟山出台
大学生就业见习新政

本报讯（通讯员 乐佳泉 王倩倩）近日，舟山市出台了《高

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实施办法》，新政将提高大学生的见习补贴。

与以往比较，新政主要有这三方面转变：一是取消了原来仅

舟山市户籍高校毕业生可享受见习政策的限制；二是将见习认

定期限从“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调整

为“毕业学年内高校生及毕业1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

毕业生”；三是见习基地给予见习生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生活

补助，其中政府给予生活补助50%的就业见习补贴，最高不超

过1200元。动态的补贴形式既提高了大学生的见习待遇，又减

轻了见习基地的用人成本。

据介绍，新政出台将有利于增加大学生与用人单位的了解

度和匹配度，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同时，还能提升舟山市对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吸引力。

我省两高校获
ACCA中国卓越教育机构奖

本报讯（记者 李 平）近日，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

全球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公布了ACCA中国卓越教育

机构奖，共有10所高校获奖，我省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

获此殊荣。

据悉，浙商大从2011年成立国际会计（ACCA）方向班，通

过组建高水平师资团队、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完善配套管理制

度，4年内申请到了“白金级ACCA教育认可机构”资质，先后

培养出ACCA全球统考全球第一学生2人、全国第一学生13

人。而浙财大会计学院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始于2002年，先

后引入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注册会计师执业教育项目，将发达

国家会计核心课程融入本土会计学本科教育体系，国际化会计

人才培养效果全面显现。

ACCA于1988年进入中国内地，30年来拥有了超过7000

名会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具备国际职业素养与战略思维的高

端财会人才和管理者。

（上接第1版）
在浙江省田中精机有限公司

里，几个略显稚嫩的学徒正在不同

生产线上专注地操作着……从5月

起，云南班学生开始在这里顶岗实

习，企业给学生安排了带教师傅，教

师则把课堂搬进企业。学生吃住都

在企业，每个月企业还会给学生

2000元的生活补贴。让很多人没

想到的是，这些学生居然成了企业

的生力军。班主任唐金良告诉记

者，相较于本地的学生，云南班学

生吃苦耐劳、技能娴熟，深受企业

欢迎。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教育，一头

连着产业，不仅是脱贫致富的‘直通

车’，更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冯军

欣喜地说道。

敲开世界大门，寻找办学“新坐标”
在嘉善中专行政楼一楼，一间

挂着“国际化办学”牌匾的会议室格

外醒目。在这间会议室里，冯军曾

与多所海外学校签下合作协议。

今年3月，学校与AICC澳洲

国际教育中心签订合作协议；

5月，澳洲国际教育基地嘉善

中专基地揭牌，加拿大新喀里多尼

亚学院院长到访；

6月，学校与ASG公益教育集

团签订“发展和实现中国职业学生

参加德国职业培训及按照德国培训

体系在企业就业的技工及技师合作

办学模式”的合作意向书；

……

“拓展办学路径，就是想让学生

的课堂与世界同步，让学生成为具

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

与国际交流合作和竞争的国际化人

才。”冯军道出了初衷。

前不久，学校正式面向初三毕

业生招收中澳学前教育国际合作班

和中澳合作国际创新班。学前教育

国际班的学生前3年在嘉善中专学

习文化课程并强化英语课程，顺利

完成3年课程后，可获浙江省职业

中专学历证书，高三毕业前达到雅

思4.5分，可获澳洲各大院校早期教

育专业录取通知书，中澳合作国际

班学生则可根据个人志向进行专业

申请，获得澳洲相应院校的录取通

知书。

走出去，寻求国际化的校企合

作平台，使得嘉善中专找到了办学

新坐标，实现了“小职校办大职教”

的愿景。诚如冯军所言：“职业学校

要把握全球化这一时代特征，在国

际教育发展的大坐标中，以世界眼

光来谋划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以国际化促进现代化。”

近日，义乌市一些中学生用无偿献血纪
念自己高中毕业。截至目前，已有30余人次
参与献血，累计献血量达8000毫升。作为全
国生命教育先进单位、省红十字达标校的上
溪中学就有6名学生完成了他们人生的第一
次献血。图为献血场景。

（本报通讯员 虞宏雷 龚琴娟 摄）

毕业前 献个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