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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让温馨家庭陷入绝境

我市将整治校园
及周边社会治安环境
为期一年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
——雁江七小师生用爱心为患白血病学生点燃希望

“请救救我们患白
血病的同学，谢谢您！”
4月 14日，在雁城苌
弘广场，几名雁江七小
的学生和多名家长，捧
着爱心募捐箱，拿着倡
议书，不时向捐款的好
心人鞠躬道谢……

来往的路人并不
知道，这是因为，在华
西二院的病床上，一名
12岁的男孩正在与病
魔顽强抗争。

令人感到温暖的是，学校领导得知
小舟的病情后，立即组织捐款。尤其是
六年八班的老师、家长和同学们纷纷捐
款，充分利用自己一切渠道和传播手
段，尽量让同事、亲朋好友都加入到了
这场生命救援当中。有学生家长将小
舟患病的消息发布在名为“礼仪之邦 大
雁文化”的微信群里，群主核实情况后，
一群与小舟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纷纷伸
出援手，群里下起一场爱心红包雨，20
元、50元、200元……短短 1天多的时间
就筹集到4000多元善款。

周末，同学们放弃休息时间，自发组
织成爱心小队，走上街头抱着捐款箱向
路人发出倡议书。平时在学校腼腆的不
敢大声说话的孩子，坚定地走到人群之
中，大声呼唤：“请您们救救我同学吧！
他得了白血病，没钱治病……”声音止不
住地哽咽，从早到晚，没有一个孩子愿意
坐下来休息，更没有孩子喊累。

据悉，截至 4 月 14 日晚，雁江七小
六年级 11个班共捐款 13223元，其中八
班捐赠4042元；八班老师家长微信转账
11460元；“礼仪之邦 大雁文化”微信群

捐款4148元；周末共募捐5419元。
八班的老师同学如亲人般的支持，

让小舟有了战胜病魔的信心，他还和同
学约定一起拍毕业照。同学们真切地
盼望着小舟能早日康复，回到学校。

本该在阳光下奔跑的孩子，却只能
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承受着病痛的折
磨。期盼更多的好心人伸出援手，加入
到这场生命救援当中，把爱传递下去，
帮助这个困难的家庭。为小舟爱心捐
款活动仍在持续，有关活动进展，本报
将持续关注。

□ 钱颖一

中国的教育有它的特点，这个特
点中隐含了我们的长处。首先，个
人、家庭、政府、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很
大，这个投入不仅是金钱、资源的投
入，也包括学生、教师时间的投入。
这是由我们的文化传统，由我们对教
育的重视程度所决定的。其次，教师
对知识点的传授、学生对知识点的掌
握，不仅量多，而且面广，所以中国学
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呈现“均值高”
的特点。

在了解中国教育长处的基础上来

反思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更有意义。
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我
们对教育从认知到实践都存在一种系
统性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是我们把教育
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
授知识是本职工作，学生学习知识是分
内之事，高考也是考知识，所以知识就
几乎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深入人心，
但是，创新人才的教育仅仅靠知识积累
就可以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教育
必须超越知识。这是我对创新人才教
育的一个核心想法，也是我们提出教育
改革建议的出发点。

爱因斯坦在 1921 年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后首次到美国访问，有记者问他
声音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拒绝回
答，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书中
查到答案。接着，他说了那句特别有名
的话：“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
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

在今天，很多的知识可以上网查
到。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知识机器会
帮你查到。所以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在
当前和未来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就是通过机器
进行深度学习来工作，而这种学习过程
就是大量地识别和记忆已有的知识积

累。这样的话，它可以替代甚至超越那
些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掌握知识
的人脑。而死记硬背、大量做题正是我
们目前培养学生的通常做法。

不久前，人工智能机器人参加了高
考数学考试。报道说有两台机器人，得
分 分 别 是 134 分 和 105 分（满 分 150
分）。而这还只是个开始，据说人工智
能机器人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参加
全部高考。

所以，经济发展需要“创新驱动”，
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强劲，这些都让我们
认识到对现有教育体制和方法进行改
革的迫切性。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近日，记
者从市扫黑办获悉，为贯彻落实省委
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及周边
社会治安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精神，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排
查和消除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给广
大师生营造安全、文明、干净的校园
氛围，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公安局、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交通运输局
等部门即将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校
园及周边社会治安环境综合整治专
项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重点分校
园内整治、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校园
内整治方面，将对学校行政管理中存
在的管理松散、安全常规管理存在漏
洞、食堂小卖部违规违纪承包等问题
进行整治，切实解决基础教育阶段学

生上学难问题，打击初中学校向职业
学校卖生源、中职学校招生行为不规
范等问题。

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方面，市公安
局将严打盗窃、敲诈勒索、抢劫师生
财物、非法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文
化市场管理部门将加大对校园周边
非法网吧等文化娱乐场所的整治；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依法取缔校
园周边无证经营的餐饮店、饮食摊
点，对校园及周边乱搭乱建行为进行
治理，督促相关责任人对校园附近存
在安全隐患的建筑物进行加固、维修
或拆除；交警部门将在学校门口及周
边道路设置交通标线、信号灯，做好
上学放学高峰期的交通疏导工作，对
校车超员、超速、“病车”上路和“黑
车”运营等乱象进行整治。

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确定“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 29 项竞
赛活动为 2019年度面向中小学生开
展的全国性竞赛活动。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
说，近年来，一些社会团体和企事业
单位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了许多不同
层次、不同类型的竞赛活动，其中一
些竞赛违反规定擅自组织进行，有些
存在严重“应试”倾向，有些与中小学
招生入学挂钩，有些名为发展教育实
为谋取利益，这些竞赛造成中小学生
过重的课外负担，严重干扰了中小学
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这位负责人说，为切实减轻中小

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根据相关规定，
教育部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开展了首
次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评审
认定工作，经自主申报、专家评审和
面向社会公示等程序，最终遴选出29
项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

通知说，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是规范管理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的责
任单位，要加大对违规举办竞赛的查
处力度。除本次公布的竞赛活动以
及根据教育教学需要，由教育部按规
定组织开展的竞赛活动以外，其他所
谓全国性竞赛包括通过网络形式举
办的全国性竞赛均不合规，不得在任
何区域内实施。 据新华社

□ 实习记者 卢凌嘉

男孩名叫小舟（化名），就读雁江
七小六年级八班，性格开朗，是老师眼
中的好学生、同学们的好伙伴。小舟
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母亲是家

庭主妇，父亲长年在工地上打工挣钱
养家，虽然生活拮据，却是温馨幸福的
一家。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命运会
给他们开一个天大的玩笑。

就在今年 3 月，一向身体健康的
小舟突然持续低烧不退，在医院查血
常规发现不正常后，父母心急如焚地
带着孩子赶到华西二院检查，做了骨
髓穿刺，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L2 型）。

“我从来没有想过是白血病！更
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孩子身上！”小舟
妈妈声泪俱下地说。一张薄薄的诊
断结果单，将这个家庭推入绝望的

“无底深渊”。对夫妻俩来说，这不光
是精神上的“摧残”，更是经济上的

“重担”，动辄几十万的医疗费，让他
们陷入绝境。

在办理入院后，夫妻俩立即将借
钱买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但缺口
仍然巨大。“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

‘命’，不管花多少钱，不管欠多少债，
我们都绝不会放弃！”小舟妈妈说。

自从住院后，小舟便 24 小时不间
断输液、输血，双腿疼痛导致他无法行
走。“爸爸、妈妈我好痛！”“我想回去
上学。”面对孩子的呼唤，让夫妻俩心
如刀绞不知如何作答。当孩子睡着
后，小舟父母常常抱头痛哭，不敢在孩
子面前展现的脆弱在黑夜里释放。

生命救援把爱传递

扫黑除恶保平安

4月13日，我市举行省第九届老年人体育运
动会象棋选拔赛，全市12名选手参赛，获得前三
名的优胜者将参加5月份的省老运会象棋比赛。
图为参赛选手在对弈。

实习记者苏秋伃 摄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
近日，雁江区三贤九义校举行以“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少先队员入
队、共青团员入团宣誓仪式，小学部432名学生加入少先队，初中部优秀学生加入
共青团。活动现场，一位退伍老兵还为孩子们讲述了革命故事，忆苦思甜，希望
孩子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本报记者 谢承爽摄

教育部公布2019年度
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全国性竞赛活动

教育必须超越知识

学生和家长在为小舟募捐。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15
日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
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对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
革，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充分体现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以立德树人
为鲜明导向，推动学生关键能力和核
心素养在教学和考试中的落地落
实。推进高中综合素质档案使用。
探索在高校组织的考核中增设体育
测试。有关高校要在保送生、自主招
生和高职院校分类招考等类型的学
校考核中，积极增设体育测试，测试
项目由高校自定，测试成绩作为录取
的重要参考，引导考生更加重视体育
锻炼。

通知强调完善招生计划管理，继
续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
作计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健全农

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
效机制，严格实施区域、报考条件和
资格审核，完善招生办法。落实随迁
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政策，加强对

“高考移民”的综合治理。
在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方

面，教育部要求加大高职教育资源
统筹，进一步扩大高职分类招考规
模，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
价方式，逐步形成符合高等职业教
育培养规律和特点的人才评价选拔
模式。

通知强调，严格规范考试招生
管理。强化招生信息公开，严格执
行国家、省级、高校、中学四级信息
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执
行招生政策规定，严格遵守高校招
生纪律，认真落实监管责任。对报
名、考试、录取等环节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教育部

今年高考命题要充分体现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