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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于 5 月 30 日发布《南
山区中小学学业质量评价指导意见（试行）》（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从本学期始，南山
区中小学学生评价全面改革， 打破传统一纸试
卷“论英雄”的状态，学生评价分为期末卷面测
试、过程性评价和学科综合展示评价三大部分。
学科综合展示评价上， 则分为学科综合性答辩
和学科必选、自选评价。 其中，学科答辩本学期
先行试点，在 4-8 年级每个年级指定一个学科，
学生每人答辩 3分钟。 据《晶报》

深圳南山中小学生
期末考试也要答辩

外埠

近日，一段“男老师扮‘华妃’为高考生减压”的视频在网络热传。 视频
中，广西南宁市第四中学的物理老师朱冠章扮成《甄嬛传》中的“华妃”，借
用台词祝福学生高考时运气“雨露均沾”，考上好的大学，别样的表达方式，
引得台下学生哄堂大笑。“高考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场大考，学生们在高
考前都会出现一些紧张的状态，焦虑、担心失眠、烦躁，这些都是过度紧张
所造成的。 有些学生还会产生放弃高考的念头。 ”朱冠章表示，此次为高三
学生策划的活动，旨在为学生们释放压力，“希望孩子们能理解老师们的良
苦用心”。 据中国新闻网

男老师扮“华妃”给高考学生减压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2018 年高
考网上咨询周”活动将于 6 月 22 日在“阳光
高考” 信息平台正式启动。 根据全国各省
（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网上
咨询活动时间为 6 月 22 日至 28 日；每日咨
询时间 9点至 17点。 “咨询周”期间，全国
招生高校将在线回答问题，另外北京、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河南、青海等部分省份将
在平台举办咨询专场，具体安排届时在平台
发布。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加强招生宣传工
作，积极主动做好网上咨询，线上线下结合，
为考生、家长提供周到细致的志愿填报指导
服务。 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加大

招生政策、招生章程、录取程序等信息公开
力度，确保信息准确性和时效性。

活动主办单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网
上咨询前， 请先浏览各招生单位发布的最新
信息，了解更多相关情况，提高咨询效率。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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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时间安排公布
北京市副市长王宁 ５ 月 31 日在北京市第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上表示， 为解决学
前教育学位缺口问题，北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
研究鼓励机关、 部队、 企事业单位办园政策措
施，进一步调动社会办园积极性。 王宁表示，面
对学前教育资源紧张， 北京市政府在保存量的
基础上，通过扶持新建、改建、扩建、以租代建、
举办社区办园点等方式，公办、民办并举，不断
扩增学前教育学位资源。 北京将加大对学前教
育的财政扶持力度，淡化公办、民办概念，突出
公益普惠。 在具体扶持与保障政策上，北京市政
府将按照统一办园标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财
政补贴的“三统一”原则，坚持一视同仁，对执行
政府限价的普惠幼儿园，不分公办民办，均提供
财政补贴扶持。 据新华网

北京公办民办幼教
将一视同仁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出台《关于鼓励
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简称《意见》）。 根据《意见》，我区将放
宽办学准入条件，鼓励社会力量投入教育，支持
社会资本进入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 创新
体制机制，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对民办学校（含
其他民办教育机构） 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
类管理， 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民
办学校。 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要因地制宜，调整
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加大对民办教育的扶持力
度。 要建立健全对民办学校的补贴制度，明确
补贴的项目、对象、标准、用途，推行政府购买
服务制度，凡适合社会资本承担的教育服务，都
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社会资本
承担。 据《宁夏日报》

宁夏：义务教育阶段
不得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

江苏省无锡市日前出台《关于健全治理中
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长效机制的意见》（简称
《意见》），进一步加强教育行风建设，提升师德
师风水平，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
学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的突出问题。 无锡市
将加大惩处力度， 对经查实认定从事有偿补课
的教师，一律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实行“零容忍”。 对涉事教师，按照相关要求进行
严肃处理，直至予以开除处分。 同时，可视情节
轻重，给予当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和其它绩效
奖励全部扣发、 下一年度岗位津贴按 50%发
放、三年内不得参加各类评优评先、三年内不
得申报高一级职称、三年内不得聘任高一级岗
位、教师资格暂缓注册或注册不合格直至取消
资格等处理。 对每一起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查处
结果在县级以上范围通报。 此外，《意见》要求
所有中小学在职教师必须签订《中小学在职教
师拒绝有偿补课承诺书》， 规范教师从教行为，
引导教师切实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坚决维
护人民教师的良好社会形象。 据《扬子晚报》

无锡：在职教师
有偿补课可予以开除

超六成青少年 6至 10岁“触网”
《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

情况调研报告》近日在北京发布。 报告显
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触网”年龄提前，
约有超过六成的青少年在 6 岁至 10 岁就
开始接触互联网。

调研报告显示，近半数青少年每天上
网时长能控制在 2 小时以内，24%的青少
年每天上网时长达到 2至 4小时。 从兴趣
点上看，短视频迅速崛起，和音乐一起成
为青少年娱乐休闲生活的新方式。 调查

中，“几乎总是”在听音乐的青少年占比达
到 29%，有 20%的青少年表示“几乎总是”
在看短视频。利用网络学习也是青少年上
网的重要活动内容。每天都要在网上搜索
资料和信息，写作业和查单词的青少年超
过 20%。 此外，约有 22%的青少年每天通
过网络了解新闻时事，36.32%的青少年非
常关心社会热点，常常在网上发表自己的
看法。

据新华社

四成应届毕业生期待在新一线城市就业
5 月 29 日发布的《2018 年应届毕业

生就业力市场调研报告》（简称《报告》）显
示， 截至 2018 年 3 月， 在受访者中，有
74.39%的应届毕业生已获得录取通知，总
体来看 ， 录取通知获取率同比提升
2.19%。 调查显示，在 2018 年应届毕业生
眼中， 期望就业地比例最高的依然是新
一线城市，例如成都、杭州、重庆、武汉等
地，占比为 40.18%，同比上升了 2.68%。 二

线城市的获青睐程度有所上升， 占比为
25.94%，同比上升了 4.74%。《报告》指出，
从历年数据来看，自 2014 年以来，期望在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就业的应届毕业生比
例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 在新一线城市
持续推出的人才吸引政策， 和新兴产业
迅速崛起的影响下，大学生求职已经不再
盲目崇拜一线城市。

据《中国青年报》

（紧接 01 版）“同比去年，提案数增加了
一倍，但是办结时间提前了 3 个月，这就是效
率。 ”

永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何琪介
绍，今年以来，永州市教育局对决策事项、重
大事项、重要信访件等进行分类登记，形成任
务清单，明确责任科室（单位）、工作目标、完
成时限，并实行督查督办、每季通报，并将通
报情况作为科室及直属单位年终绩效考核的
重要依据。 目前，全市教育系统营造了“言必
信、行必果”的工作作风。

解决痛点：
集中学习充电 干部“懂业务”“想干事”
“《永州市教育局管理制度汇编》原本还

有三、四十本，现在只剩下四五本了。 ”永州市
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李素珍告诉记者， 今年
以来，永州市教育局大力开展作风建设，对干
部职工上下班工作纪律等作出严格要求，干
部职工认真学习制度，汇编手册人手一册。

在此基础上，永州市教育局编印《永州市
教育局业务知识一本通》，加强干部职工业务
知识学习，实现最大限度为群众答疑解惑。

目前， 一本通知识手册正在审核校对最
后的文稿。记者翻阅了一下，知识手册涵盖了
政工业务知识、学生资助工作业务知识、审计
业务知识等 17方面的内容。

“开展业务知识‘大练兵’，让干部职工把
业务难点、疑点摸清吃透，更好地为人民群众
服务！ ”张建坤表示，下一步，该局还将组织全
体干部职工开展《业务知识一本通》考试，进
一步提升全体机关干部职工业务水平。

毕业季，不少大学生毕业照拍出新花样。
近日， 南昌航空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毕业生邬
严庆带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妈妈、姐姐和
姐夫全家 7 口人一起走进大学拍摄毕业照。
有同学评论说：“很惊喜， 路过的我还以为这
是学校里 7 个老师带一学生的专业呢！ ”“和
全家人一起拍系列毕业照， 这可以说是很暖
心了！ ”邬严庆说，自己从小在乡下长大，是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的，对他们特别有感情，
家里人又都没上过大学， 自己很早就想过带
家里人出去玩一次，正好自己也快要毕业了，
所以提前就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说了自己的
想法， 毕业照邀请他们一起参加。 邬严庆表
示，当天很开心，自己也是第一次带老人们出
来玩，出来看看大学，自己的毕业照有他们的
参与，觉得特别有意义。 据中青网

高校毕业生带全家 7口
走进校园拍毕业照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近日
发布司法大数据显示，用网络空间毒害未成
年人的刑事案件显著增长。 此外，初中生成
为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群体，盗窃罪位居未成
年人犯罪首位。 数据显示，2013至 2017年，
我国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呈总体上升

趋势， 从 2013年的 8.3万件增加至 2017 年
的 11.8万件，年均增长率达 10.46%。 主要包
括抚养扶养关系纠纷、抚育费纠纷等刑事案
件。 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盗窃罪位居未成
年人犯罪首位， 其次是抢劫罪和故意伤害
罪，未成年人犯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的

案件也有所上升。
同日，“最高法”还通报了利用互联网侵

犯未成年人权益的 10 起典型案例， 包含网
约车司机猥亵乘车儿童;自称“算命先生”诱
骗、强奸未成年人等。

据《新京报》

初中生成为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