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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刘炜 实习生李艳）“这里
有水有电还有空调，住得很好。”昨天
上午，入住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宿
舍楼的海南英利几位员工愉快地告
诉记者。

从7月19日中午开始入住，海南
英利的86名员工已经在海南职业技术
学院的学生宿舍楼住了5天。5天来，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全天候免费的供水

供电保障，让在台风中住所受损的海南
英利员工感受到“家的温馨”。

7月19日上午，海南职业技术学
院接到海南英利方面的消息，员工居住
的地方在7月18日晚上的超强台风中
受损，询问学校可否提供学生宿舍供员
工暂住。“学生目前正在放暑假，全校有
96名学校留校，有条件提供学生宿舍
供您们公司的员工住宿。”海南职业技
术学院代校长王安兴当即承诺。

作这样的承诺，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是有底气的。7月 19日是超强台风

“威马逊”登陆之后的第二天，在海口不
少单位、居民小区停水停电的情况下，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却“奇迹般地有水有
电”：通向学校的一条电路是地埋线，在
台风中没有受到影响；台风来临之前，
学校的三个地下蓄水池全部已经蓄满
了水，每一栋学生宿舍楼上都有水塔，
可以保证供水。

7月19日下午，海南英利分两次
共计将86名员工送至海南职业技术学
院打扫好的“家”。按照每间学生宿舍
8个人，一共安排了11间宿舍。

几天来，不仅是接纳了海南英利的
员工，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附近的商户、
居民也都纷纷进入校园“蹭电提水”。
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第一教学楼的一
楼，人们插上为手机充电的插销，然后
拎着桶就进入卫生间，来个痛快的凉
水澡。

“这几天，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大
门对我们这些断电断水的人们完全开
放，让我们很感动。”位于海南职业技
术学院东门附近的一家商户老板对记
者说。

据了解，7月21日下午，海南职业
技术学院还提供8台抽水机，帮助位于
地势较低校园有积水的海口景山学校
进行排水。

台风来前做足水电功课

海职院提供学生宿舍
让受灾企业员工安“家”

中央财政拨39.7亿元

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

中央财政近日下拨2014年度普通高中国家
助学金46.3亿元，全国约488.2万名学生享受到
此项惠民政策。同时，中央财政近期下拨2014年
补助资金39.7亿元，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比
2013年增加约19.7亿元，增长98.5%。

从2010年秋季学期起，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500元，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1000元—
3000元范围内确定。国家助学金由中央与地方
共同分担。 （人民网）

高校涨学费
七成受访者反对
专家称上涨是大趋势

近年来，高校学费涨声一片。继2013年福
建、山东、湖北、贵州、天津、广西、宁夏等省区市纷
纷上调了高校学费之后，日前，浙江省物价局召开

“浙江省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听证会”。根据听证方
案，浙江省高校学费平均上浮20.37%。

对于高校学费上涨，公众怎么看？近日，中国
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
询，对2083人进行的一项题为“大学学费该涨
吗？”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82.0%的受访者认为
当前高校学费较高，40.0%的受访者表示学费是
选择大学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76.1%的受访者
明确表示反对高校学费上涨。

参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56.1%的人家中
有人在读大学，8.1%的人是在校大学生，78.9%的
人已经大学毕业。 （中青报）

2014学生健康体质标准发布

初中男生必测引体向上

教育部官方微信22日发布了《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适用于小学生到大学
生各个阶段。

新标准要求，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每年都必
测身高体重、肺活量、50米跑，以及座位体前屈。
从初中开始，学生的必测项目就固定了，初中生、
高中生和大学生都是：50米跑、座位体前屈、立定
跳远、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1000米跑
（男）、800米跑（女）。

《标准》的测试成绩也有一些变化，比较明显的
就是对小学低年级的体质要求放宽了，从一年级到
六年级的体质标准，有了一个明显的上升梯度。

2014版新标准，对小学生跳绳做了大幅调
整，一年级男生100分，从原来140个减少到109
个，女生从145个减少到117个。

对初中以上学生来说，变化最大就是引体向上
成为男生必测项目。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
曾公布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2013年，我们为修订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
对20多万青少年进行了测试。其中在初中以上男
生的引体向上测试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一个都拉不
上去，甚至有很多连双手握杠都握不住。”

有媒体盘点今年全国78位新科高考
“状元”后惊讶地发现，三成居然都是“加
分制造”的。在新华社记者的实地调查采
访过程中，有学生反映今年辽宁办高考体
育特长生证明码标价：足球4万多元，游
泳7万～8万元。近年来，“假加分”、“蹭
加分”、“买加分”……高考加分乱象频出，
显然已经成为教育公平的一大拦路虎。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高考加分的正
当性、公平公正性和公开透明性的强烈
质疑越来越多。这引起教育部的高度重
视，先后采取了一些政策规定，为高考加
分规范“瘦身”。

然而，毋庸讳言，目前的高考加分仍
然存在许多须正视的问题。比如包括见
义勇为在内的思想品德加分需要公开、
民主论证；比如其他全国性和地方性高
考加分项目与分值需要大幅削减，进一
步全面“瘦身”。

显然，高考加分亟须进一步强力“瘦
身”和规范。这首先要求教育部和有关
部门要正视高考加分的种种问题，尤其
是正当性、公平公正性和公开透明性。
按理说，经过公开、民主、科学的论证后，
那么没有正当性的高考加分项目，2015
年高考就应该一律取消。

教育部发言人近日称，教育部下一
步将研究制定进一步减少和清理高考加
分的政策，重点减少加分项目，降低加分
分值，严厉打击加分资格造假。笔者期
待高考加分从政府政策的“瘦身”到公众
期待的“健美”这段距离，尽快缩短。

高考加分如何从
“瘦身”到“健美”
■ 胡乐乐

热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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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景水

翁田中学上百米的校园围墙倾
倒，海口经济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的礼堂被掀顶，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
的汽车实训车间全部泡水……

7月18日登陆的超强台风“威马
逊”对位于海口地区的高校以及琼北
多个市县的多所中职、中小学、幼儿园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
我省2165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坏，直接经济损失5.3亿元。

连日来，尽管正值暑假，全省教育
系统全线动员，投入到校园救灾和灾
后重建中。

海南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介绍，
全省受灾学校主要负责人以及班子成
员带头停止休假，组织号召教职工返
校，尽快投入到校园自救之中，要在一
个月的时间里实现最大程度地恢复校
园风毁水毁设施，积极进行安全隐患
排查，确保今秋9月正常开学。

万余在校学生安然无恙

台风登陆影响期间，全省17所高
校共有10522名学生留校，留校学生多
为外省生源，他们的安危牵动了无数家
长的心。由于妥善转移安置工作及时，
10522名留校大学仅有个别轻伤。

全省暑期留校人数最多的海南大
学共留校4474名学生，为确保学生安
全，海南大学为每栋学生宿舍配备了
楼管、老师和辅导员，提前通知在岛内

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在台风前回校，
台风之后学校食堂照常供应。

教职工停止休假返校救灾

“7月19日上午，100多名教职工
就回到学校，第一时间投入到修复校
园的行动之中。”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代
校长王安兴介绍，校园里台风中被拔
起来的树木，需要尽快扶起来，否则就
要死了。而扶树单靠学校后勤、物业

的工作人员，显然是不够的。
记者了解到，在海南师范大学、海

口经济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海南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学
院等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的高校，
已经有上千名教职工结束暑假休息，
返回校园开展校园修复行动。

22日下午，在海南师范大学桂林
洋校区，上百人的清扫垃圾、装运树枝
树叶的队伍有点特殊，“其中大部分是
教授、博士，这些平时摆弄PPT文件的

老师们，现在都加入清理灾后校园的
队伍。”戴着草帽干活的海南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林北平说。

“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园，这次超
强台风受灾范围这么大，我们不能光
依靠政府的援助，学校的每一名教职
工都要发挥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的校
园尽快恢复之前的校貌容颜。”海南
科技职业学院办公室主任张小莹老
师告诉记者。在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被台风折断的树枝，已经全部进行了

清理；台风中打碎的玻璃，已经全部
清扫完。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黄景
贵教授告诉记者，在7月19日上午，住
在学校职工楼的上百名教师，就开始
在校园里展开修复行动。目前，学校
承办一个全国性的骨干教师研训班，
原本计划在学校内部的宾馆进行学
习。“因为台风对宾馆的破坏很大，部
分房间进了水。我们学校的老师如今
正在紧张地整理宾馆，尽量保证来自
全国的研训学员可以在三个星期的学
习后期回到学校。”

专业院校下田头
帮助受灾群众

我省的一些专业院校在抗风救灾
的同时，还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救助受灾
群众。

这几天，海南省职业技术学院“情
系灾区”科技救助队每天奔赴文昌，向
受灾严重的种植、养殖户提供科技救
助。这个救助队由畜牧兽医、园艺园
林、生物技术等专业老师组成，他们自
带药品、器材、食物和水等物资，向灾
区群众送去最急需的帮助。

省农业学校校本部除了组织教师
在校积极开展自救之外，还组织农业
专家、教师、村官班的学生下到农村田
间地头去帮助指导农民恢复生产。

海南医学院发挥专业优势，成立4
个专家小组，深入基层一线指导防疫
救灾工作。

全省教育系统全线动员投入灾后重建

确保今秋9月正常开学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实习生 李艳

7月到8月，本来属于暑假的月
份，是学生享受放假、教师休息充电、
学校养精蓄锐的月份。但是近年来，
幼升小、小升初、上高中、选大学……
各种阶段的“选择学校”全部集中在这
两个月。

“初中学校不能太差，要不三年
后如何考上高中？”“高中学校学风
要 好 ，要 不 孩 子 过 去 会 受 到 影
响。”……关于选择学校，众多的家
长莫衷一是。实际上，究竟该给自
己的孩子如何选择，参与其中的家
长颇为纠结。

选择学校，
是个纠结的问题

“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的一家民
办学校初中招生，我带着孩子报
名。不过最后学校通知我们报名
后，我思前想后感觉学校的收费还
是太高，放弃了。”从几个月前，海口
市民符先生就开始奔走了解今年小
升初的信息。

对于划片范围的初中，新的校舍
也让符先生提不起兴趣来。“我不满
意的是学校的管理和学风。”符先生
说，划片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分重点
班和非重点班，这样的学校管理思路
让他非常费解。孩子在小学的时候
已经是将就的一所学校，如果初中的
时候再不认真选择，那么三年后怎么
通过中考呢。

“其实这都是家长过多地进行选
择，造成了一种选择上的茫然。”有家

长说，选择太多了，一定就会有个纠结
的问题。

记者采访梳理发现：幼升小、小升
初，家长纠结的内容有：距离自己的居
住地是否比较近；民办的是否收费比
较合理；学校的校风状况如何；学校的
硬件条件怎么样……如果有其中一项
不甚合意，纠结就来了：孩子该怎么选
择呢？

选择学校，
个中误区要避开

“以小升初为例，简单地认为把孩

子送进了一个所谓的名校，就装进了
上高中、考大学的保险箱，这也是非常
片面的。”教育业内人士认为，在目前
海南的基础教育情况下，初中阶段对
于一个孩子的自身学习能力的培养非
常重要，不能简单地依靠学校的教育
氛围。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责人指
出，在初中阶段，家长对于孩子的陪伴
教育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期孩子处
于青春期，如果简单地把孩子送到寄
宿的学校去，一周两周甚至更长的时
间孩子和家长才见一次面，容易造成
陪伴教育的缺失。

“家长们更加需要注意的是，部分
优质初中为了升学率，也只是关注其
中的‘高分学生’、‘冲冠学生’。”有省
内教育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
上并不利用大多数学生的成长。“因此
建议对于初中学校的选择，家长要更
加理性，不能仅仅为了选择名校而选
择。”

选择学校，
请给孩子发言权

在各种上学的选择中，记者注意
到，家长忙碌的身影非常多，甚至占据
了相当的影响。而在其中，作为求学
的主角，孩子的身影和意见是缺失
的。甚至有的孩子提出了意见，但是
一意孤行的家长却在有意无意中忽略
了。

“爸爸，我想到第 XX 小学读
书。”海口市民范先生的儿子，今年9
月即将入读小学。“儿子说的那所小
学，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没有考虑过，
因为我感觉那所学校太差。但是后
来儿子告诉我，那所小学距离妈妈上
班的地方特别近，妈妈上下班的时候
就可以接我，这样爸爸妈妈就不用那
么辛苦。

省教育研究培训院有关人士指
出，现在家长经常替孩子做了太多
的选择，选择学校，甚至还要选择班
级、选择老师、选择座位。“如果其中
的一项不中意，自己就会非常郁
闷。太多的选择只会让我们的心越
来越不满意，越来越难以做出选
择。其实这个时候，不妨听听孩子
的意见。”

幼升小、小升初让家长们最近很纠结——

该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学校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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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录取
通知书上列书单
提醒新生：别荒废假期

南开大学日前发出2014年首批826份录取
通知书，与往年不同，该校首次尝试在录取通知书
里请教授向新生们推荐了一批必读书目，希望他
们在高考过后的“疯狂暑假”中打好入学的基础。

这些书目包括《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
《宋词选》、《古文观止》、《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
由该校中文系名教授、天津市文联主席陈洪推荐。

在这份散发书香的录取通知书中，南开大学
还提醒新生，要借助网络、报刊、书籍等各种媒介，
强化自己的知识积累与信息储备，“认真复习语
文、英语、数学等基础学科”。为使他们提前接受
校园文化熏陶，通知书上还介绍了历史悠久的“允
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以及张伯苓、周恩来、陈
省身等杰出南开人的故事。 （新华网）

7月18日，海口市小升初指标到校生随机派位现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医派出四个小组到需要援助的学
校开展卫生防疫。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教职工灾后清理校园。

台风期间景山学校被淹。

华师大海口附中教室被毁。本栏照片均由教育厅提供

美大学毕业生
算数成绩全球垫底

据报道，经合组织一项新公布的研究发现，美
国教育成果不但在幼儿园到高中这段很差，就算
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也很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去年底推出“国际
成人能力评估项目”，找了16万六千名16到65
岁的成人接受测验。受测者大多数来自欧洲国
家、还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及韩国等国。

结果美国在这项测验中成绩垫底，在有大学
学历的美国成年人中，算数成绩达到最高两级的
人只有18%，而这一项的国际平均水平是24%，
即使是拥有副学士和研究生学位的美国人，算数
表现也落后于其他国家拥有同等学历的人。

（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