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庆“六月六”

7月8日，几名男
子在表演打溜子。当
日是农历六月初六，
张家界市举办土家族

“六月六”民俗文化节
活动。 当地群众身着
盛装，展示农耕舞、茅
古斯、 打溜子等原汁
原味的土家族农耕文
化，欢庆“六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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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浙江杭州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 交警通过调取现场监
控发现，一名50岁左右的女性既不
走斑马线，也无视信号灯，试图从
双向4车道的马路直接横穿。 走到
中途，她突然加速小跑，一辆正常
行驶的小轿车为了躲闪， 撞上马
路边护栏， 造成汽车和护栏不同
程度受损。随后，交警对这起事故
作出赔偿比例7:3、 行人负主要责
任的裁定。 因为是少见的判定行
人负主要责任， 引来了不少议论。
（7月8日北青网）

出于以人为本的原则， 目前，
我国施行的是车让人的规定，但
是， 一些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引

发的交通事故近年来逐渐上升，
这对我们的出行构成了很大的困
扰。比如说，有的人视手机如命，过
马路的时候既不看红绿灯也不看
过往车辆，拿着手机、戴着耳机低
着头，如入无人之境；还有的，不走
斑马线， 甚至直接跨越护栏……
在前几天， 长沙五一大道就有一
名行人跨越护栏后被躲避不及的
小车撞倒在地，并当场死亡。

原本“车让人”是生命至上原
则，是对在交通中处于“弱势”的行
人的尊重， 所以在交通事故处理
中， 交警部门在判罚的时候基本
都会偏向于行人和非机动车。但
“谁弱谁有理”显然不能演变为对

规则的无视，否则就是对公平的践
踏。提到“规则”，这是一个老生常
谈的问题，但对一些不文明的人来
说，却又是一个始终难以建立起来
的认知。从以前的“凑足一小撮人
就过马路”到如今“仗着车让人，一
些行人便毫无顾忌”，这实际上都是
没有规则意识的体现。 之所以一直
强调规则意识，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
为了个体的生命安全， 事故的发生
往往就在一刹那间，一旦事故发生，
无论是对行人还是对车主， 都可能
是致命的伤害， 这原本应该成为常
识，奈何就是有人抱着侥幸心理，或
者说根本不把生命安全当一回事。

除了危险因素，另一个问题就

是，在一些道路狭窄的地段，若车
辆长时间礼让行人， 也是对道路
资源的一种浪费， 长时间的礼让
容易造成交通堵塞， 加重城市道
路交通的负载量。同时，车辆避让
行人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牺牲，
这种牺牲源于对生命的呵护和尊
重，源于对行人这一“弱势群体”的
最大保护， 但机动车主们在很多
时候却没有被回馈相应的尊重，那
么这种道德牺牲对他们来说就是一
种极大的不公平。 尤其是现在各地
对行人的不文明行为基本都是劝导
为主，难以形成真正的警诫作用，一
些人左耳进右耳出，拒不改正，既加
剧了安全隐患， 也让机动车主们气

愤无奈。
现在， 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大，

文明驾驶的意识也就越重要。如何
让车和人之间和谐共处、如何在发
挥车的作用的同时减少由其带来
的麻烦和不便，这不仅需要司机讲
车德，也需要行人讲文明，共同遵
守交规， 更需要有一些硬性的约
束。所以，在目前的劝导基础上，应
该对不守交通规则的行人课以重
罚，这样才是对规则的尊重，也是
一种公平体现。正因为如此，目前
全国多地拟对行人不文明行为处
以一定罚款， 这是符合正义的，交
通事故“谁错谁担责”理应在今后
成为共识。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意见全文共26条， 涵盖了义
务教育的教育内容、 教师队伍建
设、评价体系、学校办学、地方政
府责任等方面。意见强调，坚持立
德树人，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五育”并
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强化课堂
主阵地作用， 切实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化关
键领域改革，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
条件；加强组织领导，开创新时代
义务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强化课堂：
学生作业不能变家长作业

对于课堂教育，意见要求，强
化课堂主阵地作用， 切实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

意见要求优化教学方式。注
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
重视情境教学；开展研究型、项目
化、合作式学习。

对于小学一年级，意见提出，
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要
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 注重做好
幼小衔接。 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
家长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
业，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

“四有好老师”：
不得产生新的代课教师

对于教师队伍， 意见提出，实
施全员轮训，突出新课程、新教材、
新方法、新技术培训。进一步实施
好“国培计划”，增加农村教师培训
机会，加强紧缺学科教师培训。

意见要求依法保障教师权益
和待遇。制定教师优待办法，保障
教师享有健康体检、旅游、住房、

落户等优待政策， 确保义务教育
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
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制定
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意见强调， 对符合条件的非
在编教师要加快入编， 不得产生
新的代课教师。

教育提质：
强化对网游、微视频管控

《意见》再次强调要完善招生
考试制度。 严禁以各类考试、竞
赛、 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
招生依据。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与公办
学校同步招生； 对报名人数超过
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高中阶段学校实行基于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素质评
价的招生录取模式， 落实优质普
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政
策， 公办民办普通高中按审批机
关统一批准的招生计划、范围、标
准和方式同步招生。 稳步推进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省级统一命题，
坚持以课程标准为命题依据，不
得制定考试大纲。

对于教材，意见提出，学校要
提高校本课程质量， 校本课程原
则上不编写教材。 严禁用地方课
程、校本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严禁
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 义务教育
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 使用境
外教材。

此外，意见还提出加快家庭教
育立法，强化监护主体责任。意见提
出，健全创作激励与宣传推介机制，
提供寓教于乐的优秀儿童文化精
品；强化对网络游戏、微视频等的价
值引领与管控， 创造绿色健康网上
空间。

本报7月8日讯 近日，《湖南
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开始试行。
按要求，到2020年，我省85%以
上的市州、60%以上的区县，都要
建立起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 逾期未签订补偿协议的市州
和区县， 将按相关规定被扣缴补
偿资金。

建立水质水量奖罚机制

《方案》明确，按照“整体推进、
稳步实施；奖罚结合、明确责任；水
质优先、兼顾水量”的基本原则，通
过在湘江、资水、沅水、澧水干流和
重要的一、二级支流，以及其他流
域面积在18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
流建立水质水量奖罚机制。

《方案》开始试行后，相关部
门将以月为单位， 对流域所在市
县的出境水质水量进行考核，作
为实施奖惩的依据。

据介绍， 当出境断面考核的
水质优于3类水质，或者比入境断
面水质有改善，将给予相应奖励，

当出境断面考核的水质达不到3类
水质， 或者比入境断面水质有恶
化，将给予相应处罚。各个市县交
接断面都会核定一个最小的生态
流量，如果说是小于或者是不能满
足最小流量时，将给予一定惩罚。

做得差的要给做得好的补偿

为有效推进水质改善，今后，在
湘资沅澧干流及耒水干流， 将由市
州政府间签订上下游横向补偿协
议，其余流域由区县政府间签订协
议。每个月，根据跨界断面水质的
不同，市州间将按80万元、区县间将
按20万元的标准，进行横向补偿。

记者获悉， 横向补偿原则上
是对水质进行考核的， 原则就是
水质只能更好，不能更差。

简单地说， 如果上游的出境
断面水质比上年同期的水质下降
了， 那么上游就要对下游进行补
偿；如果水质更换了，那么下游要
给上游补偿。补充金是按月核算，
按年结算。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丁子琦

“谁错谁担责”应成为共识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纲领性文件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五育”并举：
大力发展校园足球

意见要求，坚持“五育”
并举， 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具
体来说，要突出德育实效，提升
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
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

对加强体育、 美育、劳
育，则提出了多项具体要求。
对于体育和美育，意见提出，
开齐开足体育课， 将体育科
目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
生录取计分科目。 开展好学
校特色体育项目， 大力发展
校园足球，让每位学生掌握1
至2项运动技能或艺术技能；
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 鼓励
体育社会组织为学生提供高
质量体育服务， 鼓励专业艺
术人才到中小学兼职任教。

关于劳育， 意见提出要
制定劳动教育指导纲要，加
强学生生活实践、 劳动技术
和职业体验教育。 优化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结构， 确保劳
动教育课时不少于一半。还
要求创建一批劳动教育实验
区。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等

我省试行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奖罚结合！上下游做得差的要给做得好的补偿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7月8日印发。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第一个聚焦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文件， 是新
时代我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
育质量的纲领性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