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台

A2

编辑：颜优华 版式：夏艳辉
电话：0731－84326281 E-mail:kjxb0731-108@163.com

温家宝：

国内信息

要解决校园被袭事件深层次原因
公安部教育部要求严打严防确保校园安全
本报讯 (秦枫 王昭诚） 凤凰卫视 5 月
13 日《华闻大直播》节目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接受凤凰卫视记者就近期校园被袭事件采
访的内容。
针对近日发生的多起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
温家宝表示，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
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
温家宝指出，政府对这些案件高度重视，
对凶杀案造成的儿童伤亡， 心里感到非常难
过，对于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
到非常的难过。
温家宝说， 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
之外， 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

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
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
努力去做。 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
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
能够做到这一点。
据新华社电 公安部、教育部 12 日下午联
合召开紧急视频会议， 对进一步加强学校、幼
儿园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会议上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下更大的力气，
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对涉及学校、幼儿园的
各类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 深入查找薄弱
环节。 尤其对乡村、街道、城乡结合部、偏远地

区的学校、幼儿园，私立私办的学校、幼儿园、
托儿班以及各类课外班等青少年校外活动场
所，要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不留
盲点。 要坚持严打严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
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
孟建柱强调， 要坚持一手抓打击防范，依
法严格加强社会管理； 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对性格偏执人员的心理疏导。 要加强基层
工作，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
维护学校、 幼儿园安全稳定的责任落实到乡
镇、街道和社区、村委会、治保会等基层组织，
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单位和责任人，落实到每
一所学校、幼儿园和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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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违规办学投诉
限时办结
从今年 6 月 1 日起，山东省将“挂牌”督办违
规办学行为，限时办结，并将处理结果在发布平
台上反馈，对投诉信息推诿扯皮、查处不力，相关
人员将被追究责任。
山东省将在省教育厅网站设立专门规范办学
投诉信息发布平台，对投诉信息定期审核编号并
向社会发布。 各市教育局对发布的投诉信息要及
时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在平台上进行反
馈。 山东省要求，对一般性投诉，要在 3 个工作日
内办结；问题比较复杂的，要在 7 个工作日内办
结；问题情节复杂、需多个单位参与办理的，时限
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 15 天，确保件件有结
果，事事有回音。 对答复不及时、工作落实力度不
够的地方，教育厅将予以专项督办或全省通报批
评；对推诿扯皮、查处不力，导致反复投诉，造成
恶劣影响的，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北京：出现手足口病
重症病例班级可停课

子女教育费用列
家庭三大困难之首
据京华时报报道 全国妇联 15 日发布的
《中国和谐家庭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报告》显
示， 家庭作为一个经济、 社会和情感的共同
体，在日常生活中会出现各种冲突，遇到各种
问题和困难，影响家庭和睦关系。 其中，子女
教育费用、 收入较低和家人生病是家庭生活
面临的三大困难。
调查中， 在问到“如果你家有矛盾有困
难，主要原因是什么”问题时，全部受访者选
择集中度最高的(也就是他们认为困难程度高
的)三项，首先是“孩子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
(占 46.6%)，其次是“收入低，家庭生活窘迫”
(占 43.1%)，排在第三位的是“家里有病人”(占
32.0%)。
调查报告认为，这说明，子女教育费用负
担重、 家庭经济收入低、 家人的医疗照料负
担，已经成为家庭面对的主要困难。这与媒体
的反映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基本一
致。
此外，城乡受访者面对的家庭困难，除了
共性之外，还有着一定的差异。 农村受访者对
“
孩子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 的感受比城市受
访者更为强烈，高出 13 个百分点；对于“收入
低，家庭生活窘迫”的感受，也比城市受访者明
显，高出 5.4 个百分点。 农村选择
“
家务负担太
重”的比重高于城市 8.4 个百分点。 而城市选择
“
住房拥挤” 的比重高于农村 6.3 个百分点；选
“
家中有病人”的比农村高 2.6 个百分点。
择
调查报告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当前城
乡家庭对于日常生活压力的实际感受， 是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家庭生活中
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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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北京市卫生局和市教委联合发布
通知要求，幼儿园、托儿所一旦出现重症或死亡
病例， 或 1 周内同一班级出现 2 例及以上病例，
建议病例所在班级停课 10 天；1 周内累计出现
10 例以上或 3 个班级分别出现 2 例及以上病例
时，建议托幼机构停课 10 天。 对于手足口病确诊
患儿，其病愈后需由学校所属地段保健科开具复
课证明方可返校。
通知还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小学、托幼机构
法定代表人为本单位传染病防治工作第一责任
人。 托幼机构在幼儿每天早晨入园和中午午睡
时，设专人对所有幼儿进行观察检疫；小学要在
小学生上午第一节课和下午第一节课，由班主任
负责检查了解班内学生身体状况。 一旦发现发热
或疱疹疑似手足口病例应及时上报，同时安排患
病儿童到医院就诊。
5 月 16 日，全疆中小学校中，种类最多、场馆面积最大的标本馆——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
学生命科学馆正式开馆。 200 多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了包括金雕、雪豹等一些国家级保护
动物在内的千余种标本。 这个标本馆同时接受周边学校的参观预约，与其他学校共同分享
新华社发
教育资源。

大学生可在家庭住所创业
据中新网报道 5 月 14 日电 教育部近
日发布《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 指出，允
许高校毕业生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程
序和合同约定将家庭住所、租借房、临时商
业用房等作为创业经营场所。
《意见》要求，大学生创业实习或孵化基
地要结合实际， 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场地、资
金、实训等多方面的支持。 要开辟较为集中
的大学生创业专用场地，配备必要的公共设
备和设施， 为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至少 12

个月的房租减免。
《意见》提出，对应届及毕业 2 年以内的
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 自其在工商部
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 3 年内， 免收登记类
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登记求职
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 自筹资金不足
的，可按规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从事微利项
目的，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扶持；对合伙经营和
组织起来就业的，贷款规模可适当扩大。 完善
整合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高校毕业生自
主创业。

福建：35 万中小学
教师岗位大练兵
福建省教育厅日前决定在全省开展中小学
干什么、练什么”和“
缺
教师岗位大练兵活动，以“
什么、补什么”为出发点，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技
能和教育教学能力。 同时，把教师参加岗位大练
兵活动的情况列入年度考核内容，作为教师评优
评先、职务晋升聘任、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参与岗位大练兵的对象为福建省普通中小
学、幼儿园的全体教师，约 35 万人。 内容包括口
头表达与书写、实验操作、教具制作、教学设计、
课件制作、课堂教学、说课、评课、教育教学研究、
德育工作等 10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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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开幕半个月，迎来了学生组团参观
的小高峰。 园区内，经常可以看到穿着校服的
孩子，排着队，辗转在各个展馆之间，撒下一路
欢声笑语。
这真是一个让人备感欣慰的场景。 对第一
次举办世博会的中国而言，有什么比让孩子从
中受益更值得期待呢？ 一场展示人类最新文明
成果、各种文化交汇的盛会，既是创新启蒙的
课堂，也是梦想生长的乐园。
世博会，为孩子种下一棵智慧树。 那些神
奇的建筑、精妙的展品、多姿多彩的文艺演出，
带给孩子新奇的体验，这是快乐之旅，发现之
旅，也是成长之旅。 也许，在世博园里，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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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时评

为孩子种下智慧树
□ 郝洪
第一次看到充电的公交车，第一次听说“低碳”
这个词汇；第一次发现，建筑可以灵动为弗拉
明戈舞的裙摆，可以像一颗降落在大地上的蒲
公英；第一次感觉到走路会发电，墙壁会呼吸，
而这些第一次， 为多少孩子们打开了未来之
窗，又成为多少孩子的人生坐标？
世博会这棵智慧树也许不会立刻开花结
果， 转瞬就能为社会培养出成千上万的科学
家、发明家，但是它对孩子的浸润和启发，一切
新奇事物给幼小心灵带来的震撼，将长久影响

着他们的人生。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奥曼
在谈到世博会的时候，讲述了《塔木德经》(一部
口头传述的古犹太法典和传说集) 上的一则故
事——
—一天，霍尼在旅行途中见到一个男人在
种角豆树，他就问：“
这棵树多久才能结出果实
来？ ”那个男人回答道：
“
70 年。 ”他接着问：
“
你
“
世上
肯定自己能再活 70 年吗？ ”对方回答道：
到处皆有成熟的角豆树。 既然我的祖先为我栽
树，我也该为我的孩子们栽些树呀。 ”

世博会这棵智慧树就像罗伯特·奥曼故事
里的那棵角豆树，这一代人辛苦种植，收获在
下一代，甚至更遥远的未来。 只顾眼前利益的
人是不会想着去种植角豆树的，他们只想着一
季的种植，想着今天播种，明天就能开花结果。
上海世博会开幕之前，有人曾经热衷于给世博
会算账，投入多少资金，又产出了多少效益。 这
个账有多种算法， 倘若把上述这些价值算进
去，世博会的效益该有几何？
诚然，我们社会需要的远远不只是“世博
会”这一棵智慧树，我们的制度、规划、管理等
等， 在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着眼未来，
都需要有种植角豆树的思维。 我们这一代人的
智慧树种得越多， 下一代人的成长将越快，一
代又一代，薪火相传，人类才会拥有更美的生
活，更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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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一个大擂台，任何人都不是旁观者。 ——
—临澧县柏枝乡高级教师周春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