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对 2007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65.7%的受访者支持高校将游泳列为必修
课， 受访者认为大学生最应掌握急救
（70.9%）、计算机（66.5%）、游泳（59.4%）技

能。 受访者中， 男性占 47.9%， 女性占
52.1%。 可以熟练游泳的占 36.5%，游泳技
能比较生疏的占 36.6%， 不会游泳的占
26.9%。 对于将游泳列为必修课，62.7%的
受访者认为有助于提升大家对生存类技

能的重要性的认知，其他影响还有：有助
于加强体育锻炼（54.8%）、督促养成锻炼
的习惯（49.9%）、 量化大学生体质要求
（49.8%）等。

据《中国青年报》

南京财经大学近日发布并实施《本科生学业
预警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根据该《办
法》， 少数学业不佳或违规违纪的学生将被确定
为预警对象，学校和家长将合力对其进行教育和
干预，以避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现象发生。
根据《办法》，学业预警是一种危机干预制度，不
属于处分。 依据旷课、挂科、补考、网瘾等不同情
况，将学业预警分为三级，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
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据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处负责人介绍，以往确
有少数学生进入大学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学业成绩达不到相关要求， 他们对家长又常常

“报喜不报忧”， 而部分家长由于各种原因，在
孩子进入大学后， 很少过问他们的学习情况，
长此以往， 少数学生将不得不留级甚至退学。
推出学业预警制度， 可以做到防微杜渐， 及时
引导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有效防止和减少类似
留级甚至退学等严重情况的发生， 保证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

据《中国青年报》

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做
好 2017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今年
中招中清理和规范加分项目，
大幅减少、 严格控制加分项
目，取消体育、艺术等学生加
分项目。

教育部强调， 各地要实
行优质普通高中招生名额合
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
细化招生名额适当向农村初
中倾斜的办法和比例；同时落
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在当地参加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的政策措施，积极
支持和鼓励高中阶段学校招
收残疾学生，完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政策，保障他们平等接受高中阶
段教育机会；继续做好新疆、西藏内职班招
生工作。 2017 年中职学校秋季招生补录时
间原则上截止到 11月 10日。

教育部要求， 各地清理和规范加分项
目，大幅减少、严格控制加分项目，取消体
育、艺术等学生加分项目；在中职学校招生
中，严禁搞区域间、学校间生源封锁和地方
保护；严禁初中学校教师干预或代替学生填
报志愿；严禁初中学校或教师在招生过程中
向中职学校索要、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实
物； 严禁虚假宣传欺骗误导学生的行为；在
普通高中招生中， 严禁公办普通高中超计
划、违反规定跨区域、以民办学校名义招生，
依法加强民办学校招生管理；要公示具有举
办学历教育资质的中职学校名单，未经公示
的不得招生。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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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 5 月 11 日下午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国持续加大中国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留学的支持力度，2012 年以来， 我国
共有 35 万多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
学，其中国家公派人员 1.19万人。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4 月，我国已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签署了 45 份教育双
边多边合作协议，与 24 个沿线国家签署了

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此外，为加快推进语言
互通， 我国积极实施与沿线国家的政府间
语言项目，加大互学语言力度。 2012 年以
来，我国共派出非通用语种人才 3454 人出
国学习与进修培训；截至 2017 年 3 月，“一
带一路”沿线 53 个国家开办 137 所孔子学
院、131 个孔子课堂，推动汉语教学为沿线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据新华社

确保各地高考录取率不降低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 2017 年

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今年的高等教
育招生计划管理工作进行了统筹部署。 据
了解，2017 年计划安排将继续促进公平，维
护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实现“五个确保”：确
保各地高考录取率不降低， 确保省际高考
录取率差距进一步缩小， 确保重点高校招
收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学生人数进一步增
加， 确保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本科招生总规
模和投放到各省份的招生计划总量不降
低， 确保实现国家年度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宏观管理目标。

《通知》指出，要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
区域和城乡入学机会公平。 2017年，国家支
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共安排 28.7 万
人，其中本科 16.7 万人、专科 12 万人，主要

由公办高校承担。 适度扩大重点高校招收
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三个专项计划，其
中国家专项计划招生规模安排 6.3 万人、地
方专项计划招生规模原则上比 2016年增加
10%以上、高校专项计划招生规模不少于有
关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规模的 2%。各地、各部
门要按照教育部各项要求， 组织有关高校
足额落实上述招生计划。 从 2017 年起，各
地、 各部门所属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与
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国家
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国家专项）分
列下达。

《通知》要求统筹做好普通本专科和研
究生招生计划管理工作。“十三五”期间，中
央部委所属高校和地方重点建设高校要统
筹做好普通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 原则上不得减少本科招生计划。 各

地、各部门要继续行使好普通高职（专科）
招生计划审批和管理权， 充分考虑办学条
件和考生入学机会，合理确定本地、本部门
2017 年高职（专科）招生总量和所属高校分
校招生计划，保证高职（专科）教育质量。

为加强规范管理，《通知》 要求各地、各
部门要严格执行教育部核定的本科招生计
划和报教育部备案的高职（专科）招生计划，
不得超计划招生；对招生办学行为不规范和
办学条件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学校，主管部门
要坚决调减招生规模，情况严重的要暂停招
生；未经教育部和军队有关部门批准，任何
军事院校不得面向地方招收无军籍学生开
展普通或成人高等教育；加强对普通高校举
办预科班的管理，未经教育部批准，高校不
得举办任何形式的预科班等。

据人民网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宋利）5 月 14 日
晚上 7点半， 湖南首届传统家风家训家规收集出
版活动在长沙启动。 300 余名学生及家长在现场
写下他们的家训家规。

家庭、学校、社会是教育的三大场所，家庭教
育让人学会为人处世的道理，懂得仁义礼智信、忠
孝节义、礼义廉耻的内涵。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周公在《诫伯
禽书》中提到“一饭三吐哺”；司马谈在《命子迁》中
写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诸葛亮
在《诫子书》《诫外甥书》中表示“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颜氏家训》中的“积财千万，不
如薄技在身”家喻户晓……

从家庭的角度讲， 家庭教育就是一种家风熏
陶，为了更好地传承良好的家风家训家规，关注家
庭教育理念的提升，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湖南
省紧急救援协会联合用心教育集团共同举办的传
统家风家训家规征集出版活动正式启动， 面向社
会广泛征集家风家训家规及其背后的故事。

据悉，2017 年将会陆续开展不同形式的活
动，如召开抢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湖南
传统家训、家书、家规收集整理活动新闻发布会，
开展民间传统家训、家书、家规作品征集评选活
动，举办湖南民间传统家训、家书、家规作品巡
展，开展湖南民间传统家训、家书、家规优秀作品
评奖等。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湖
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名
誉会长唐之享宣布启动。

造型师和副教授，听
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但重
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美
容美发专业 23 岁的聂凤
把这两件事同时做到了。
2015 年，通过 6 年的刻苦
训练，聂凤在巴西举行的
技能界 “奥林匹克”———
世界技能大赛上，作为中
国的唯一代表，一举夺得
美发行业冠军，实现中国
美发行业零的突破 。 如
今 ，凭借这个成绩 ，留在
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
任教的她不仅享受到了

和奥运会冠军同等的待遇，还破格成为副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据《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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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署 2017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工作

外埠传真

湖南启动首届传统
家风家训家规征集活动

我国 5年 35万多人
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

江西规定民办高校招生
广告中不得出现“专升本”

南京一高校推出
学业预警制度

23岁姑娘剪发剪成副教授
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江西省教育厅近日出台了《江西省民办高
校招生广告备案管理办法》，规定民办高校招生
广告中必须包括： 审批机关批准的学校名称全
称，不得缩写；学校为民办性质；办学地址和办
学条件；学生入学学籍(考籍 )和毕(结 )业证书种
类等。 不得出现：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机
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和形象；高职(专
科) 层次民办学校以任何形式作本科招生宣传；
使用“专升本”“直通车”等不准确、不规范的模
糊术语；向未填报学校志愿、未上线考生承诺办
理统招录取等。

据《南昌晚报》

高校阅读风格大相径庭 清华学子独爱金庸武侠江湖
最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各大高校图书馆陆续公布
2016 年度阅读报告，颇有令人意外之处，阅
读多样化的样貌，在大学校园里也表现得淋
漓尽致。

从清华大学的榜单可以看出， 武侠、科
幻、通俗历史等读物，在学生中很吃香。 2016
年 该 校 图 书 馆 外 借 图 书 排 行 总 榜 单
TOP10，为《明朝那些事儿》《三体》《天龙八
部》《平凡的世界》《冰与火之歌》《围城》《鹿

鼎记》《笑傲江湖》《数学分析习题集题解》
《倚天屠龙记》。金庸作品更是清华学子最爱
借阅的图书，前 15 名中竟有 5 本金庸小说，
《天龙八部》更位居总榜第三。

而在北京大学， 其 2016 中文图书外借
排行榜前 10 位， 包括《心理学与生活》《叫
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幻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自
杀论》《动物庄园》《人的发展论》《长恨歌》。

除了《人的发展论》和《长恨歌》外，其余均为
引进版社科读物，国内作家在北京大学这里
不太受宠，只有王安忆一人挺进前 10。

按照阅读报告，复旦学子的趣味跟北京
大学相似，但更偏爱本校学者的著作。 上海
交通大学的图书借阅榜理工科趣味浓厚，
《明朝那些事儿》《人类简史》 等通俗历史读
物位居前列， 紧随其后的是一串诸如
《Python基础教程》《硅谷之谜》等数据类、工
具类书籍。 据《北京日报》

65.7％受访者支持高校将游泳列为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