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孙亚飞 王兆锋
高铭君

本报通讯员 王忠友 孟繁华

高考将实行“两依据、一参考”的考
试招生模式引起广泛关注，而“参考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的提出，更是
触动学生家长的敏感神经。“综合素质评
价应该怎么评？如何评才公正公平？”成
为当前学生家长议论的焦点。

聊城家长李令涛说，“综合素质评价
的加入，或许会给学生更多学习特长的时
间。聊城初中就有综合素质测评，从那时
起，我的孩子就开始接触电脑编程，因为
孩子喜欢，学校支持，所以他在这方面进
步很快。”

聊城市东昌府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邱
子华告诉记者，综合素质评价并非学业考
试，学校只需将学生的成长轨迹，做好客
观详细的记录，不用将评价结果换算成分
数，这种硬性的结算方式，不但不利于学
生成长，还会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据了解，聊城市目前把初中生综合素
质评价，折合成分数计入中考总分，最高
72分。这种做法引起许多家长质疑，他们
正在呼吁取消这一做法。有的初中老师表
示，综合素质评价折合成分数计入中考总
分，“导致评价没真事，走样了。”一名
初中生说：“每次进行综合素质测评前，
老师都会把上一学期期末、近期的两次月
考、期中考试的平均成绩发给我们，前10
名的学生，不管其他的表现如何，也全部

是A；成绩排后面的同学，不管体育有多
好，‘运动与健康’的测评也只能是B或
C。”如此一来，初中6次综合素质评
价，得全A的学生与得全B的学生，差18
分，与得全C的学生，差36分。在综合素
质评价中得全C的学生，还没参加中考，
就比得全A的学生少了36分，压力之大可
想而知。

分分必争，在很多人的思想里根深蒂
固。如果非要将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量化
成分数，那么诸如思想品德、身心健康等
方面的成绩又该如何操作？聊城二中副校
长王书林认为，“有的孩子不喜欢循规蹈
矩，创新性明显，而且现在很多大学也喜
欢有个性的孩子。如果这样的孩子在最后
的评定中分数不高，岂不是被埋没了？这

是不公平的。”
眼看自己的孩子就要步入高中，成为

首批面对高考改革的学生，聊城家长林新
对这次改革格外关注。“孩子除了要学习
好，在校表现也成了升学关键。”面对尚
未落实的高考综合素质评价，林新显然要
比孩子还紧张，他说，“如果没有完善的
制度，一些家长肯定会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反正都是为了孩子，你不使劲，总有
家长在使劲。这里面学问就大了，与其说
是在考学生，不如说是考家长。”

除了担心家长“各显神通”，会成为学
校公平评价的阻力外，聊城家长尹国莹还
担心会有学校刻意应付。“现在的初中生综
合素质评价，为了图省事和不得罪家长，有
的学校，老师根本不参与，（下转第二版）

□ 本 报 记 者 姜国乐 孟 一
本报通讯员 于 惠

“我说老张，你家种树掀俺家瓦片，
毁了房子算谁的？”看着被隔壁“长过
界”树枝戳穿的屋顶，曲阜市小雪街道武
家村村民孔强，当着邻居张明的面怒砍核
桃树。

久争不下，双方互揪衣领进了村里的
“和为贵”调解室，调解员武波闻讯赶
到，酝和气、讲和理，一个“和”字降住

一堆“火”味。
“既然多数矛盾的发生、发展都与脾

气大、火气旺有关，那我们就先找个地儿
让纠纷双方下下火、消消气。”武家村党
支部书记武怀祥说，调解室里悬挂有“和
为贵”“平为福”“德不孤，必有邻”等
标语，浓厚的“以礼相让、以理服人、以
德教人、德法融合”的文化氛围，让矛盾
双方一踏进调解室就感受到气和、言和、
心和的调解环境，坐到一起沟通心灵、消
除隔阂，怨气、埋怨、不满自然就消除了
大半。

人“和”不争，国“和”无战，家
“和”万事兴，一个“和”字蕴含的文化
力量，可以是化解基层矛盾的有效手段。
在曲阜，一系列围绕“和”字创出的纠纷调

解办法陆续出台，使村级信访量较两年前
下降19%、民事矛盾发生总量减少近一半。

设立“和为贵”调解室，源于曲阜市
的一次调查：在2012到2013年发生的1900
多起基层矛盾中，本是家长里短的小事，
却因处理不及时、方法不对头等原因造成
状态升级的多达1130余起，占到了总数的
近60%。与这一比例相对的是“两多两
少”现象：因家务事、邻里纠纷起争执的
多，不顾后果、只想争口气的多；村里参
与调解的少，在法律道德双重层面做正确
引导的少。

本着“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
初衷，曲阜于2014年在全市405个村居均
设立“和为贵”调解室，所有调解室统一
内部标识、人员配备、台账管理及调解流

程，专注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同时组建
2271人的调解员队伍，定期开展法律法
规、调解技巧等培训；创新调解方式，邀
请当事人亲属、朋友参与调解和现场听
证，以案说法，以理说教。

“之前村里两家人闹矛盾闹上了法
庭，判决书下来那一刻两家的梁子就算结
下了，后来只要遇到丁点摩擦就又得掐起
来。”书院街道宫家村党支部书记宫建告诉
记者，“案结事不了”状况的频发，说明了

“情不通，则理不达”，“人”的问题不从“情”
上解决很难标本兼治。这也应了曲阜农村
一句老俗话：只讲理不讲情就像拿着棍子
唤狗——— 越唤越远。

“传统文化的感召力是无穷的。我们
专门对调解员进行培训，（下转第二版）

和为贵，“儒学治乡”新路径
◆曲阜探索用优秀传统文化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民事矛盾发生量减少近半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6日致电洪秀
柱，祝贺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希望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和同胞福
祉为念，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巩固互信基础，加
强交流互动，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海和平稳定，同心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同日，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指出两岸同
胞同属中华民族，期盼两党继续秉持“九二共识”，进一步强化互
信，深化合作，共同为两岸同胞创造更多利基与福祉。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25日，国内首个互联网汽车产业基地——— 山东

互联网汽车产业基地在潍坊破土动工。这标志着，作为山东制造业
重镇的潍坊，已在产业融合升级领域跃升至全国领先水平。

山东互联网汽车产业基地先期建设70万台发动机项目，这是福田
汽车集团与潍坊市人民政府共同签署的《关于山东互联网汽车产业
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蓝图的真正落地，是山东互联网汽车产业
基地建设的先手棋。

按照规划，山东互联网汽车产业基地未来将建成全国最大的智
能制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该基地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向潍
坊聚集，按“产业+互联网”的要求共同打造潍坊汽车产业，为潍坊
乃至山东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十三五”期间，福田汽车集团将把潍坊作为制造、研发和金
融等战略业务重要基地，进一步加大投资，全面实施互联网汽车战
略，到2025年建成全国最大的智能制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互联网汽车产业基地项目的顺利开展，为山东省、潍坊市加速
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国家“十三五”规划注入澎湃动力。

□记者 郝雪莹 通讯员 左成君 报道
本报北京电 3月25日，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新三板并在

北京举行敲钟仪式，公司证券简称山东海运，证券代码835589，股票
发行总额300000万股。

新三板成功挂牌是继2014年成功发行2亿美元债券后，山东海运
在资本市场上又一重大举措。按照规划，未来山东海运将形成以海洋
运输为主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将公司打造成为具有全程物流服务
供应链的现代化海洋运输物流上市企业集团，跻身世界知名国际航运
企业之列。

据了解，山东海运2010年由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控股股东
发起设立的国有大型企业，也是山东省重点培育的航运骨干企业。近
年来，围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山东海运各项经营指标均
处于国内同行前列，成为国内发展最快、最具投资价值的航运企业之
一。目前公司船队规模50艘，总运力595万载重吨，位居国内第四
位。尤其是公司着力打造的液散船队，发展迅猛，船队规模位居国内
首位、世界第五，受到业界高度关注。

习近平电贺洪秀柱
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山东互联网汽车产业基地
高端发动机项目动工

山东海运挂牌新三板

□董卿 张健 许玉辉 报道
本报日照3月26日讯 今天，记者从日照机场了解到，预计3月27

日新开通的北京（首都）-日照-厦门、重庆-郑州-日照两条航线将
进行首航，将分别由山东航空执飞SC4678、由华夏航空执飞G52783。
今年以来至3月24日，日照机场累计进出港人数41543人次，平均客座
率达到60%以上。

在新航线开通后，日照机场的运行航线将达到4条，合作航空公
司4家，通航点8个，分别为北京(首都)、上海(浦东)、广州、重庆、
哈尔滨、厦门、大连、郑州。

此外，日照机场拟积极争取在夏秋航季中,再开通至西安、北京
(南苑)的正班航线以及至太原等地的旺季旅游包机航线。同时,根据机
场临时口岸的开放进度,适时开通至韩国的国际包机航线。

新航线的开通将从对方通航城市往日照输入大量的高端游客，充
分显现“航空+旅游”的巨大功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推动日照市
“旅游富市”战略的实施。

日照机场
将新开至4地航线

高考实行“两依据、一参考”招生模式，制度设计需要更细化

“参考”结果如何“不失真”

谢伏瞻任
河南省委书记

□王晓峰 钟健宁 张思凯 报道
3月17日，国华诸城风力发电工程线路施工现场，国网山东诸城

市供电公司施工人员正在组立钢塔，为下步架设线路做好铺垫。
据了解，该工程共需要组立钢塔135基，根据风机位置的分布，

本工程分A线、B线双回线路，总长度为37公里，共连接风机33座。
该工程位于诸城市林家村镇桃园村附近山区，地形复杂、地势陡峻，
诸城公司与当地政府和村镇党委部门积极沟通，合理解决了农田赔偿
事宜，保障线路通道安全畅通，全面提速新能源并网发电步伐。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６日电 日前，中共
中央决定：谢伏瞻同志任河南省委书记；
郭庚茂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江昊鹏

沪深同推楼市新政

提高购房资格门槛
◆上海：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

◆深圳：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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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短期脱离冷链

一般不产生安全问题
食药监总局指出，国产疫苗质量

标准可比肩国际水平，疫苗安全性

检测项目甚至优于国际标准……

3 今日关注

山东重点培育

500个国际自主品牌
我省发布文件，争取用3—5年

的时间让国际品牌产品出口占全

省比重达到20%以上……

2 要闻

2015年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发布

3%海归选择自主创业

区域：近半想留北上广深

意向：自主创业仅3 . 32%

我国累计出

国留学人数

404 . 21万

累计回国

人 数

221 . 86万

改革开放以来，到2015年底 2015年

出国人数

为52 . 3 7

万人

回国人数

为 4 0 . 9 1

万人

7 5 % 的受访

者愿意在东部

沿海城市发展

中部地区15%

西部地区7%

东北3%

49 . 34%的留学回国人

员期望在北京、上海、

广州和深圳地区寻找职

业发展机会

“海归”人员大多选择进入企业工作，仅

3 . 32%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自主创业，

但同比增加了一个百分点

管理学、理学、经济学是最为
热门学科方向，其次是工学、文
学和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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