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A 14

■責任編輯：譚月兒

2013年11月21日(星期四)

京取消小學一二年級英語課
加強聽說教學 降低中高考試難度

香港文匯報訊 為響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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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三中全會關於減輕學生課業
負擔的教育改革，北京日前提
出「進一步改進中小學英語教
學」的措施，包括明年起，取消小學一、二年級英語課程，從
三年級才「零起點」開設外語課。加強聽說作為教學目的，整
體降低中高考英語試難度作為今後改革方向。

據 日召開座談會，多位中小學

中新社報道，北京市教委19 「加強英語教學的指導意見」
，明確
義務教育階段的英語以聽、說為教
校長、幼兒園園長就破解北京市基 學目的，加強聽說的教學，高中階
礎教育熱點、難點問題進行了討 段則在聽、說能力進一步提升的基
論。北京市教委副主任付志峰表 礎上加強學生的閱讀能力，讓英語
示，目前，義務教育階段的問題是 回歸其作為交流工具的本位。
擇校問題嚴重，基礎教育階段的問
消除應試主義傾向
題是課業負擔過重。目前，北京大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桑錦
部分小學一、二年級每周有兩課時
龍表示，北京中高考英語改革重點
的英語課。
三中全會有關「深化教育領域綜 是要去除英語科目中的應試主義傾
合改革」提到「不設重點學校重點 向，更加重視它的實踐性，增加英
班破解擇校難題，標本兼治減輕學 語的實用性，要改變高分低能的現
生課業負擔」，北京市教委公布明 象。之所以取消小學低年級英語課
年起，小學一、二年級不再開設英 程，可能是考慮到現在小學生對於
語類的相關課程，將從小學三年級 英語花費精力過大、花費金錢過多
起開設外語課。同時，將進一步改 而實際效果卻並不是很好。
對於小學三年級起開設英語課這
進中小學英語教學，包括降低中高
一做法，有家長表示支持減負，認
考英語考試難度。
為孩子確實不用那麼小就學英語；
補
「啞巴英語」漏洞
還有家長質疑這一做法等於將英語
關於調低英語考核分數的問題成 教學「外包」給各類培訓機構，不
為社會關注。付志峰表示，這些相 是真正的「零起點」；也有家長堅
關舉措並不意味 降低英語的重要 持送孩子去培訓班，不為應對考
性。很多人學了十幾年英語，仍然 試，而是為孩子今後的發展。
聽不懂外國人說話，因此必須改變
另外，一份針對家長的調研結果
教與學的方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顯示，八成家長認為小學低年級取
現已存在的「啞巴英語」
。
消英語課程並不會影響他們讓小孩
付志峰透露，近期北京將出台 學習英語的想法。

■過往勞教人員在勞教所
接受再教育。
網上圖片

公安紀律檢查 嚴懲夜總會娛樂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公安部網站消息，公安部從昨日
起將派15個組赴各地進行檢查，為期20天；同時，派
出8個組檢查公安部機關和直屬單位，針對頂風違
紀，尤其是酗酒滋事、攜槍飲酒、到夜總會娛樂、對
群眾冷硬橫推的，堅決從嚴懲處。

集中檢查活動為期20日
據中新網報道，公安部19日召開全國公安機關深入
推進紀律作風大檢查活動電視電話會議。公安部副部

黑龍江4.7級地震
逾千房屋受災

長、紀委書記、督察長劉金國在會上強調，各級公安 從嚴懲處。
機關領導幹部要切實肩負起抓班子、帶隊伍的政治責
這次集中檢查活動從11月20日開始，為期20天。公
任，毫不放鬆地抓紀律作風建設，真正落實「一崗雙 安部將派出15個組赴各地進行檢查。同時，派出8個
責」。要堅持重在日常、貴在經常，把監督檢查牢牢 組檢查公安部機關和直屬單位。檢查組將全面檢查各
抓在手上，立足早發現、早解決。要硬起手腕，鐵面 地公安機關和公安部機關各單位加強紀律作風建設情
執紀，對違反「八項規定」和紀律條令、「五條禁 況，執行公安部黨委「十項規定」和「五條禁令」、
令」、「三項紀律」等規定的，必須毫不留情，發現 「三項紀律」情況，嚴查嚴糾吃拿卡要、冷硬橫推、
一起堅決查處一起。對頂風違紀，尤其是酗酒滋事、 亂收亂罰等違紀問題。會前，公安部紀委對檢查組人
攜槍飲酒、到夜總會娛樂、對群眾冷硬橫推的，堅決 員進行了集中培訓。

東北連日大雪 吉林交通事故4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日從佳木斯市委宣
傳部獲悉，當日凌晨2點57分，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樺南
縣與七台河市勃利縣交界處發生里氏4.7級地震，震源
深度9000米。初步統計暫時無傷亡，地震共造成1150棟
房屋受災。
受災嚴重地區為樺南縣大八浪鄉的大八浪村、達連泡
村、九里六村、檢草溝村等19個村，多數受災民房牆體
出現裂縫，牆皮脫落現象。
截至20日15時，災情比較嚴重的農戶已經被安置到鄉
政府，部分村民就近安置到親屬及鄰居家中，目前樺南
縣中小學校已經停課。

武漢女生遇害
4校男師生驗DNA
香港文匯報訊 據《武漢晚報》報道，就《女大學生
返校途中意外身亡》事件，警方初步判斷此案為刑事
案件，要求附近四所學校的數千名男性師生提供血液
樣本。對此，不少男生表示不滿。
最先向該報反映此事的是銀河學院的一名學生，他
說：「死的女大學生是珞珈學院的，我們學校只是跟他
們公用一個校區，也被納入了懷疑範圍，我們全校的男
生都要過來抽血驗DNA，這有點太不尊重我們了！」

京倉庫大火 12死4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北京配件廠
倉庫 火造成12人死亡4人受傷，由於現場堆放大量易
燃品，火勢較猛，過火面積約500平米。事發倉庫附近
昨日已拉起警戒線，嚴禁外人進入。目前，警方已將兩
名出租房主控制，起火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本報記者在收治傷者的北京市朝陽急診搶救中心五樓
燒傷科看見，通往燒傷科的多個通道口均有安保人員把
守。有傷者家屬探望時，需向保安通報傷員姓名及所住
房間號。據醫生表示，該院共收治4名傷者，其中3名為
男性，另一人是名10歲左右的女孩。目前，傷者已暫無
生命危險。

■哈爾濱昨日降雪依然持續，導致逾百車輛受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蘇志堅及綜
合報道）
，從16日晚
上開始的東北多地
大雪仍在繼續。吉
林因多日降雪累計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
8起，死亡4人，受
傷7人。
另據中新社報
道，黑龍江省內高
速公路因暴雪全線
封閉期間，百餘台
車輛滯留黑龍江省
G11國道與吉林交
界復興收費站處。
截至昨日下午2
時，該地區仍持續
降雪，部分車輛已
中新社 滯留超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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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及綜合報道）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意味
高校勞教管理系「壽終正寢」
。內地唯一一
所勞教管理系的中央司法警官學院近日公布，
該校勞教管理系正式更名為「矯正教育系」
。
另外，上海亦就廢止該制度進行勞教場所和幹
警的轉型。
據北京《新京報》昨日報道，勞教管理系主
任高瑩稱，該系此次正式更名，也不是完全受
此次勞教制度廢止影響。從2001年起，在學校
內部，「矯正教育系」便已取代了「勞教管理
系」。在具體教學過程中，也開設了社會學和
教育學專業代替勞動教養學專業。對外仍然使
用勞教管理系，是因為勞教體制仍在，且尚未
完全轉型。
被譽為中國「中高級司法警官搖籃」的中央
司法警官學院位於河北保定市，創建於1956
年，創校之始為公安部勞改工作幹部學校。而
勞動教養制度的正式建立，是在該校成立後的
次年。該校的監獄學和原勞動教養學，始終在
內地處於領先地位。

滬勞教幹警轉型
另外，本報訊記者近日獲悉，上海關於勞教
制度廢止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收教人員
已全部依法解教，有關勞教場所和幹警的轉型
正在有序推進。
上海近日召開了「廢止勞教制度完善對違法
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工作推進會」
，會議指
出，上海將嚴格按照寬嚴相濟的要求依法辦
案。今後，教育矯治、注重效果是勞教制度廢
止後應對輕微刑事犯罪的工作重點。看守所、
監獄以及社會矯正機構要根據輕刑犯所特有的
刑期短、社會危害相對較小、可挽救度較大等
特點，開展有針對性的教育矯治工作。
會議同時強調，司法行政部門要進一步充實
社區矯正隊伍，公安、檢察、法院等部門要與
社區矯正機構相互配合。同時，還將通過法律
援助、檢察監督等方式，以進一步保障人權。

徐海榮任重慶萬州區委書記
燕平任市宣傳部長

■徐海榮

■燕 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
恆、肖剛，實習記者 戴立嬌
及綜合報道）重慶市萬州區人
民政府官方網站昨日發佈消息
稱，中共重慶市委做出人事調
整，吳政隆不再兼任中共重慶
市萬州區委書記、常委、委員
職務，由現任中共重慶市委常
委徐海榮兼任上述職務。另
外，徐海榮卸任重慶市委宣傳
部長一職，則由燕平接任。
據官方信息顯示，徐海榮，
重慶市委黨校研究生，高級管
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1985年
7月參加工作，1984年6月加入
中國共產黨。2012年至今任中
共重慶市委常委，曾任中共重
慶市委宣傳部部長，市監察局
局長（2012年9月卸任）
。
據重慶當地媒體昨日報道，
燕平19日以中共重慶市委宣傳
部長身份接見來訪的澳大利亞
新聞代表團一行，表明徐海榮
已卸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長
一職。
燕平，1984年4月加入中國
共產黨，四川省委第二黨校
（現重慶市委黨校）在職研究
生班經濟管理專業畢業，經
濟學碩士學位。1975年8月參
加工作。曾任中共重慶市江
北區委書記，一周前中共中
央批准燕平任中共重慶市委
常委。

胡和平任浙江組織部長

新疆揭7宗官員侵吞公款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紀委日前（19日）公布7宗官員侵
吞國家惠農補貼金、挪用公款等損害群眾利益的典
型犯罪，並督促官員糾正歪風。
據中新網報道，這7起典型問題是：尼勒克縣喀
拉蘇鄉吐普辛村黨支部書記瑪達西．毛贊剋扣、侵
吞惠農補貼37200元，博樂市小營盤鎮明格陶勒哈
村黨支部書記布通巴義爾套取國家補助資金

53694.5元，巴里坤縣奎蘇鎮三十戶村幹部套取國
家農資補貼金總計19459.86元，新和縣尤魯都斯巴
格鎮托帕協海爾村黨支部書記艾合買提．納曼無償
佔用集體土地獲利30000元，阿圖什市吐古買提鄉
庫魯木都克村幹部冒領富民安居款57000元，疏勒
縣牙甫泉鎮黨委委員郭剛挪用公款1353000元，皮
山縣木奎拉鄉黨委書記丁肇軍挪用國家補助金
482900元和受賄。

東莞貪官吳湛輝判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經過多
日審理後，東莞市委原副秘書長吳湛輝涉嫌受賄、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昨日在廣州中院一審宣判。法

院認定，吳湛輝因受賄4970萬元人民幣、另有9200
萬元港幣和3000萬元人民幣來源不明，以數罪並罰
判處其無期徒刑。

另外，浙江省委組織部昨日
召開幹部會議，宣佈胡和平擔
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長，蔡奇不再擔任該職。胡和平目前擔
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校務委員會主任，是中共中央候補
委員。
■胡和平

蔡奇傳任浙副省長
昨日中午，作為大V的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蔡奇在
其微博寫到，「工作上未竟的事，拜託大家了。我會一如
既往地關注全省組織工作的發展」
。在微博中，蔡奇並未透
露其新的職務和去向，據可靠消息證實，蔡奇將任浙江省
常務副省長，主抓經濟工作。

尤寒波任武警甘肅省總隊司令員
武警甘肅省總隊日前在蘭州召開宣佈命令大會，任命武
警2師師長尤寒波大校為武警甘肅省總隊司令員，武警甘肅
省總隊原司令員邢偉志少將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