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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贵仁在玉树灾区强调

做好复课复学 科学规划重建
据报道 4 月 24 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玉
树灾区看望灾区师生员工、 考察指导教育系统
抗震救灾工作时强调，当前要把做好复课复学、
规划灾后重建摆在突出位置，科学、依法、统一、
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各项
工作。
袁贵仁强调， 要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指
示精神，重点做好下一阶段的抗震救灾工作。 一

要对正在接受治疗的师生给予关心和照顾，密
切配合卫生部门做好受伤师生的救治工作，切
实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困难。 二要继续抓紧做
好灾区学校的复课工作。 对于异地复课要精心
谋划、统筹安排，做好衔接工作，为学生提供良
好的学习生活条件。 三要充分借鉴汶川地震灾
后重建经验，科学布局、城乡统筹、立足长远，兼
顾民族风格和民俗习惯，实现建设一批新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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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教育新布局的长远目标。 四要深入挖掘、大
力宣传教育系统在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感人事迹。
袁贵仁先后来到玉树县第三完全小学、玉
树州职业技术学校、玉树州孤儿学校、玉树州民
族中学查看灾情、 慰问师生、 考察学校复课情
况，并听取了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县教育部门
的工作汇报。

教育部调整研究生招生政策
据报道 近日教育部对研究生招生政策作
出调整，允许达到国家标准分数线，报考学术型
硕士的考生改读专业硕士学位。 有关专家表示，
这种大规模的调剂政策在国家高校招生工作中
尚属首次。 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中有学术
硕士学位和专业硕士学位两种学位类型。 以往，
应届毕业生只能报考学术硕士学位， 但从 2009

年开始，教育部调整政策，应届毕业生也可报考
专业硕士学位。 而在今年首次实现了两种类
型分开考试、划定分数线。
今年， 全国专业硕士学位共有 19 类，除
了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法律硕士 3
个专业学位外，其他 16 个专业硕士学位都可
以招收调剂生。 凡报考这 3 个专业的考生，不

得调入其他专业。 同时，政策还规定，报考专
业学位的考生， 只要符合条件也可以调入其
他学校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学位。
据介绍， 过去的调剂只是相同或相近学位
间的微调， 这是首次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跨学位
调剂。 这可以增加专业学位的吸引力，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的质量。

据报道 23 日在长沙发布的“
全国少年儿童
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中国 7-14 岁的少年儿童每
个学期平均仅有 3 本书的阅读量， 阅读最大的困
难是找不到感兴趣的书，书太贵，作业多。
调查显示，大多数少儿喜欢阅读，仅有 5%
不喜欢。 大多数人喜欢去图书馆，并都去过图书
馆阅读。 大多数人认为阅读对他们学习是有帮
助的。 他们阅读的目的主要是“个人兴趣”，所以
他们最喜爱的图书类型是动漫和童话， 教辅类
书排在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被调查的少儿阅读时间和数
量都不多。 每天阅读的虽有 70%，但仍有 30%的人
不每天阅读。 每个学期平均仅有 3 本书的阅读量。
这些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较为落后。
对于当下流行的网上阅读， 中国少儿却兴
趣不浓，调查中有近 60%的人不喜欢上网看书。
此外， 同学朋友被少儿排在“影响自己阅读的
人”第一位，其次是父母和老师。 喜欢的阅读活
动是故事会和朗诵。
不少少儿表示，阅读书的来源主要是购买，家附
近图书馆数量少，特别是乡镇更难享受图书馆服务。

●为了适应世界各国汉语热
持续升温和对汉语教师迫切需求
的形势，今年国家汉办继续向世界
70 个国家选派 2400 名国际汉语教
师志愿者。 目前全国各地的汉语教
师志愿者选拔工作正在开展。

邵阳县教育部门探索“
体验教育”，让学生走进农家，
亲身感受课本中感受不到的体验,提升科学素养。 图为双
江中学几位学生在农家播种玉米。
李爱民 摄

新报时评

家长会，请将好话说在前头
邵阳市二中 范善成
者班主任总以为家长不懂得教育，喜欢借家长
会的机会以导师的口吻来说教甚至训斥家长，
好像孩子存在的问题全都是家长的责任，而将
自己置于裁判的位置， 一味地责怪和埋怨家
长；家长本来就因为孩子学习不太好或者有这
样那样的问题而心里恼火， 你再这样乱批一
通，他哪还有心思坐下来听你讲？ 怎么能够平
静地与你交流？ 家长在得到尊重后，老师的批
评才能乐于接受， 才能成为共同教育的同盟
军，家长会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还有， 现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开家长会，
往往是由校长发表电视讲话，各个教室成了分会
场。 校长和班主任只管自己滔滔不绝，根本不理
会家长的感受， 甚至不给家长留一点交流的时
间，这样的家长会，家长怎么会有兴趣参加？
笔者以为，校长心里要有家长，千万不能目

中无人，要用朋友的身份以商量的口吻与家长谈
心。演讲稿要认真准备，事先要调查走访一部分学
生、家长和班主任，要能够回答家长最关心的问
题，话说到家长的心坎上；同时在家长来参加会议
时，校长应该主动去校门口迎接家长，表现出真诚
的感谢；在做完演讲后校长要深入到家长中去，作
为一个普通教师听取家长的意见。 校长与家长说
话一定要有平等意识，不要以为只有校长懂教育，
其实我们的家长有不少对教育十分关心十分内
行，要虚心向家长学习。
总之开好家长会， 比召开一次例行教师大
会难度要大得多。 我们的校长要做到充分尊重
学生，尊重学生家长，事先要做好调查研究，明
确会议目的， 认真备课； 一定要把好话说在前
头，让家长在家长会上得到尊重，获得孩子在不
断进步的成功喜悦，让家长爱上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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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市两个高中学
生近日在网上发布地震谣言信息，
已 被 公 安 机 关 行 政 拘 留 。 4 月 22
日，咸阳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民警发
现在网上刊有网民转载的题为《陕
西将发生强震》、《中国地震安全局
发布的报道》等帖。 陕西省咸阳市
公安局网监支队于 23 日凌晨 1 时
许，在武功县将涉嫌网上散布谣言
的违法人员杨某、刘 某（均 系 某 高
中在校学生）抓获。
●为了加强和规范中小学写
字课程， 提高学生的汉字书写水
平，２０１０ 年秋季起， 甘肃省将写字
列为小学必修课。 甘肃省要求，
２０１０ 年秋季起，１ 至 ６ 年级要将写
字作为必修课，７ 至 ９ 年级根据各
地条件可以作为必修课程，也可以
作为选修课程。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
段， 写字课程共安排 ２８８ 课时，每
学期 １６ 课时，每周 １ 课时。 在高中
阶段，高一至高三可将写字作为学
校课程或结合艺术课进行。

我国少儿每学期
仅读 3 本书

“
五一”一过，各学校都会按贯例召开家长
会。 作为一名当教师的家长，我觉得特别对不起
孩子的就是孩子读小学初中时不愿去学校参加
家长会，实在不能推脱就让他妈妈去参加。 原因
就是接触过的一些校长和班主任老师， 在开家
长会前总喜欢
“
把丑话说在前头”。
家长会一般放在中考后进行，班主任总是
将孩子的考试试卷和全班学生的成绩排队情
况展览在每个孩子的座位上，家长就去坐自己
孩子的位置。 这样在家长会之前，左邻右舍的
家长就相互攀比， 考得好的家长往往脸上有
光，考得不好的孩子的家长心里就很别扭。 现
在的中小学虽然不公开排名，但是不少班主任
在家长会上还是将学生成绩从头排到尾，一些
学生家长往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严重挫伤家
长参加家长会的积极性。 另外，我们的校长或

●青海省教育厅 ２２ 日在玉树
抗震救灾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截至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 ６ 时，地震
已造成玉树州 ２０７ 名学生遇难，但
６４．７％遇难者是在校外罹难； 在震
区，未坍塌校舍占校舍总面积六成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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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做红烛，照亮心灵。 ——
—桃源县青林乡中学二级教师鲁锋

●成都市将实行班主任准入
制，要当班主任还需考取心理辅导
员证书。 成都市学校心理辅导员资
格证将分 ABC 三类，2015 年前，班
主任教师必须经过 C 证 的 培 训 并
取得资格证书。 市教育局目前已经
确 定 ，C 证 培 训 课 程 总 学 时 为 50
学时。
●今年高考，湖北省将恢复使
用 Ａ、Ｂ 型试卷，以防止考生舞弊。
据了解，Ａ、Ｂ 卷主观题相同， 客观
题部分试题顺序和试题答案选项
排列顺序不相同或相同。 使用了
ＡＢ 卷 考 试 之 后 ，Ａ 卷 和 Ｂ 卷 是 不
同的卷型。 假如一个考生使用了 Ａ
卷，那么按照高考的座位排序来推
算，他的位置四周坐的都是使用 Ｂ
卷的考生，这样可以防止一些考生
企图在考场里偷看他人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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