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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二高

本报讯 近期! 鹿邑二高在党

员教师间举行了 "我的 #中国

梦$% 演讲比赛! 把演讲内容化为

精神! 把精神转变为行动&

这次演讲紧紧围绕 "中国

梦 % 主旨 ! 参赛者立足于自己

的本职工作或人生经历 ! 阐发

了对 "中国梦 % 的理解 ! 表达

了自己在追求个人理想与实现

"中国梦 % 过程中两者的交融 &

演讲者一致认为 ! "中国梦 %

是强国富民梦 ! 是富裕 ' 民主 '

公平 ' 正义 ' 文明的梦 ! 个人

梦想的实现和 "中国梦 % 的实

现紧密相连 ! 只有与服务于祖

国和人民相结合 ! 个人价值才

能实现&

演讲参赛者纷纷表示! 科教

兴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

教育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基石! 是

实现 "中国梦% 的应有之义! 我

们要遵循职业道德' 强化职业意

识' 提高职业技能! 为人民教育

挥洒汗水! 竭尽才智! 向人民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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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
!!巨型变形金刚现场展示
"!各款 #$%对比试驾

活动时间"!月 $&%日 地点"周口大道建业森林半岛小区

让生活更具品质#更具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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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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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商水县首次启

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

月初可

开始接受贷款申请& 这意味着!商

水县考往省外大学的贫困学生!可

在"家门口%贷到学费圆梦大学!每

人每年最高能贷
'&&&

元&

根据规定!商水县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向符合条件

的商水县户籍家庭经济困难的考

往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和在

校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

在县(市'区)办理的'以借款人信

用作担保的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

贷款按年度申请' 审批和发放!最

高限额每人每年
'&&&

元& 贷款主

要用于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

宿费&

按照要求! 申请生源地贷款

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款信息系统

会自动生成"支付宝%账户& 审批

后!贷款资金将通过"支付宝%划付

至学生个人账户!之后根据借款学

生就读高校要求!将贷款资金中的

学费'住宿费从个人账户划付至就

读学校账户&

"贷款期限是学生正常毕业所

需学制加
/&

年 ! 最长不超过
/4

年& %除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延期&

若学生多次逾期' 恶意拖欠贷款!

除计收罚息外!违约情节严重者还

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戚二中"

郸城县北城区实验小学

6789:3;<=1

!!!!!!

本报讯
%

月
/%

日! 郑州大学

"国学教育%和"公民意识教育% 实

验基地揭牌仪式在郸城县北城区

实验小学隆重举行&省'市'县相关

领导及城关镇中心校全体成员'中

小学校长和该校全体老师共
/&&

余人参加了仪式&

郑州大学"国学教育%和"公民

意识教育% 实验基地揭牌仪式在

北城区实验小学举行!是与该县携

手合作' 推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举

措!也是校地双方的大喜事& 郑州

大学把郸城县北城区实验小学作

为"国学教育%和"公民意识教育%

实验基地!将充分发挥实践基地在

促进高校与地方和谐发展中的纽

带作用!使校地间的合作交流渠道

不断拓展!形成长效机制&

多年来! 郸城县教体局十分

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持续开

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 通过探索

和创新! 部分中小学初步形成人

人爱国学'人人学国学'人人懂国

学的校园文化氛围! 这次郸城县

北城区实验小学的成功授牌又为

该县国学经典教育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

!张同辉 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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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主办的中小学生动漫文化节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中举行# 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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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中小学生参与了动漫体验$ 图为学生参加百米动漫长卷绘制$ 鲍效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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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婷玉 凌军辉 余靖静

清华拒认四川体育加分! 湖南

一健美操培训班超九成学生获加

分!广东某中学体育加分近半作假!

北京近两成高考学生享受加分**

'()*

年! 高考加分政策又一次遭

受质疑&

"高考加分不容注水%&教育专

家指出!当前一些高考加分政策随

意性强!"含金量%屡受质疑!亟需

规范清理! 砍掉不合理的乱加分!

防止高考加分政策异化!损害教育

公平&

八成网友抵制高考加分 加分

政策受权钱侵蚀偏离航道

"清华坚决抵制四川的体育加

分**%

+

月
,+

日以来!清华大学

四川招生组连发微博拒认四川体

育加分& 在一份
-(((

多名网友参

与的调查中!

.+/

的受调查者支持

清华的这一选择&

参与投票的北京高三班主任

陈老师说+"抵制的并非加分本身!

而是其中,南郭先生$& %

近年来!"假加分%'"蹭加分%'

"买加分%等乱象层出不穷!体育加

分是其中的"重灾区%&

今年
0

月!广东中山市一中被

曝
*1

名获体育加分考生中有
).

名不符合体育尖子报考条件要求!

且存在舞弊行为&

一位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说!体

育赛事水分大!很多没有经过严格

核定!如有的球队替补队员都没上

过场! 但也能跟着球队蹭到加分&

有的地方私下叫卖体育加分!有的

家长直接出钱办赛事给孩子 "买%

冠军&

此外!记者查阅还发现!高考

加分趋于三集中+向经济发达的大

城市或中心城市集中!向少数学校

集中!向个别项目集中&

享受加分人数比例也有地域

差异!如北京受照顾对象占报名总

数的
)./

!而江西这一比例则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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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加分本质是对高考弱势

群体的一种补偿和对德才优秀者

的一种鼓励!彰显实质性的教育公

平&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考试学博士罗立祝指出! 但
)(

多

年来!加分政策在权力与金钱的腐

蚀下日益偏离航道!背弃'损害了

教育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

加分项目模糊过滥 是多元

标准还是多部门利益

高考加分乱象丛生!加分项目

过多过滥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省级优秀学生' 奥赛获奖者'

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少数民族

学生**教育部规定
)(

余种情形

考生可以获得高考加分&

然而!加上各地的"土政策 %!

全国加分项目多达百余种&如北京

的市优秀学生干部'区县级见义勇

为荣誉称号-河北的"教育世家%'

农村独生子女-重庆的三峡库区搬

迁移民考生等&

"什么项目能加分! 我们做不

了主!但挨,板子$,拍砖$的往往是

我们& %多位受访的省级教育部门

负责人说!意在体现多元录取标准

的加分项目!已异化为多部门的利

益&加分项目认定主导权分散在民

政'公安'计生'科协'体育等不同

部门!一些部门没有很好地监督执

行!组织比赛'发放证书混乱无序!

教育部门却只能按政策加分&

"加分政策究竟是对一次性考

试局限性的补偿机制!还是一种福

利待遇!或者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一

种既得利益!是需要不断厘清和端

正的基本问题& %教育学者杨东平

指出&

部分加分项目评定模糊!也是

加分政策执行走样的原因&

浙江'江苏等不少省份就取消

了"优秀学生干部%的加分!其原因

就在于这一项目加分标准过于模

糊! 受益者多为有家庭背景的学

生!且比重严重偏离合理范围&

此外!本意推动素质教育的高

考加分!异化为"应赛%教育也备受

社会质疑!如各种学科竞赛'奥赛'

文体特长等加分项目&南京中小学

生学习力研训中心主任谷力博士

指出!竞赛热导致"学生们有没有

兴趣'有没有天赋!都被迫参加各

种培训班& %竞赛加分指挥棒不停!

疯狂的"奥数班%就难以叫停&

"你支持奥数比赛高考加分

吗. %新浪网一项调查中!

.)2,/

的

网友选择"不支持!对其他学生不

公平%&

取消$土政策% 叫停乱加分

近年来!不少省份对高考加分

"瘦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杨建华指出!从各地来看!"只减不

增%已成为趋势&

"综合利弊考虑! 有必要保留

合理的加分政策并严格规范执行!

部分项目显失公平应取消& %南京

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表示&

目前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可分

为照顾性加分和鼓励性加分两大

类&

一些受访专家认为!照顾性加

分是社会救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维护教育公平的题中之义!应该坚

持下去& 而对鼓励性加分!应对其

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实际效

果加以调整'规范& 但这种基于高

考卷面成绩的加分制度!最终应被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所取代&

罗立祝认为!规范高考加分首

先应明确由教育部统一规范高考

加分的对象与加分幅度!取消各地

"土政策%&其次提高高考加分的认

定标准&此外还要严格规范高考加

分的程序!并建立高考加分的公示

与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媒体监督和

公众监督的作用&

也有专家建议!赋予高校"加

分认可权%! 由高校自主决定认可

或拒绝某项加分!以权力制衡遏制

高考加分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