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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区首创高考取消任务指标

教育格局整体优化升级

这些自信， 来自于眉山市东坡区委区

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也来自于东坡区

教育局卸掉学校身上包袱的力度。

对于教育， 东坡区区长孙剑曾掷地有

声：为教育发展办实事是政府己任。

而东坡区委书记李明舟更是明确表

示，要举全区之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如何客观公允地评价学校的教育？满

意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纵然眉山中学从2005年至今连续10年

重点上线率和本科上线率都以绝对优势居

眉山第一，但陈妤豪认为，成绩和升学率，

不是学校给予自己最有用的， 无论作为是

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四川省一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的眉山中学，还是其他中学，如

果还仅仅从升学人数上来评价一个学校的

优劣，这样显然不够全面。

在此基础上， 东坡区在今年全省首创

并全面实施对高考“不下达明确的任务指

标”这一新政。

在眉山市东坡区教育局《关于2014年

高考目标任务分解方案》上，第一条便是，

以入口定出口的原则， 把分解目标任务转

变为建立激励机制，进行考核评估，不下达

明确的任务指标。

根据各校有效生源高考的达成情

况进行考核评估， 按各校第5期末学籍

在册学生初中升入高中时的文化考试

成绩和各分数段升学系数计算高考应

上线基数。

“生源越好的，计入任务的比例更高；

而生源越差的学校，学生计入任务比例越

低，这个计入任务的比例简称为‘有效生

源存活率’。此般，占有优质生源较多的学

校的压力大，非优质生源学校的教师干劲

大。” 东坡区教育局副局长邹义平以今年

高考为例，“全区学校以此标准都在同一

起跑线上，一些没考好的学校，一改往年

的将责任推给‘没有好生源’等，主动找

起了自己身上原因。”

东坡区教育局局长石冬如更是坦言，

不看升学率，只看“有效生源存活率”，不仅

建立起更全方位的师生关系， 让学生的可

持续性发展得到更大的提升， 更意味着东

坡教育格局的整体优化升级。

曾红 胡文英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眉山中学2014年高考参考2143人，重点本科

文化成绩硬上线达426人，文化成绩本科硬上线1538

人，眉山文理科前十名中，学校各占半壁江山，文理

科前百名中，学校占73人。”

陈妤豪毕业于眉山中学， 是2014年眉山文科状

元，对于母校今年高考的辉煌，他几乎脱口而出。

7月16日，眉山中学，凤凰花开。

回到母校看望老师的陈妤豪有感于母校“教会

了自己思考， 教会了自己学习， 教会了自己如何做

人”， 但他也认为，无论是作为国家级示范性普通

高中、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眉山中学，或是

其他中学， 如果还仅仅从升学人数上来评价一个学

校的优劣，这样显然不够全面。

而对于东坡教育的改革创新及学校为自己带来

的可持续性发展，陈妤豪认为，这些才会让自己受益

终生。

远在眉山文科状元感慨之前， 眉山市东坡区区

委书记李明舟早就提出要让教育对学生的可持续性

发展， 曾提出举全区之力办好教育的他鼓励对日常

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进行探索， 建议推进课程教学

改革，改革教学方式和评价制度，让进步大于成绩、

成绩大于分数。

此番重视， 直接催生出东坡区教育局在全省首

创的对高考“不下达明确的任务指标”这一新政，用

“有效生源存活率”将考核评估变为激励机制。

眉山市东坡区教育局局长石冬如坦言， 不看升

学率，只看“有效生源存活率”，不仅建立起更全方

位的师生关系， 让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得到更大的

提升，更意味着东坡教育格局的整体优化升级。

7月16日， 身高近1.8米的2014年眉山文科状元陈妤豪站

在班主任陈立新老师旁，没了成绩上的霸气，就像个邻家男

孩一样。

“‘陈妈’让我们学会学习，学会思考，还让我们学会宽

容，大家都把她当成妈妈一样。”陈妤豪翻开陈立新的手机，不

少短信上，都落着“爱你的幺女、爱你的幺儿”这样的署名。

“全是我们同学发过来的。”挽着陈立新，陈妤豪笑了起

来。此般称呼，在眉山中学很普遍，和陈立新一样，许多教师

都觉得很温暖，也很自豪。

“这样的称呼是学生们对老师最大的认可，这其中，

师生互动表功不可没。” 眉山中学副校长彭天富介绍，师

生互动表的流程非常简单： 学校根据一段时间内一些学

生学习上的问题，按照年级、科目等制作好后，每周分发

一次给相应的学生， 学生可在任何时间找到老师就任何

问题传道解惑，后再填写好互动表上的内容交回学校，供

学校掌握情况。

“按照传统的思维，成绩较差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关注会

少一些。”陈立新说，这张表，让她对以前关注较少的学生付

出了更多精力。“有个女生痛经了， 她没有给她爸妈电话，反

而在第一时间寻求我的帮助。有力出力，以心交心，越来越多

的学生们直接称呼我们为‘爸妈’。”

“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的，才能打到

心的深处。”眉山中学校长罗金福赞同陶行知这句话，“每一

名学生都希望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让老师们对学生的关注

面更广，关注内容更深，截至目前，学校收发了上万张表，让

老师们知道学生们更多的想法和需求，也让学生真正明白自

己想要的是什么。”

美学家们曾用“T、X、O”表示全息的精美人才。

“T”的“一”象征横向的丰满，才华横溢，“T”的“1”象

征纵向的攀登，“X” 的四个指向象征多样化与广辐射，“O”

象征高、特、谐、美等特征的圆满完美的境界。

“如何长远发展？哪些终生有用？”培养全息的精美人才，

眉山中学在提问学生的同时，也提问着教师：如何重视学生可

持续性发展，全方位培养、提高学生学识素质？

“要想给予他们更多，就得更多地了解学生。”眉山中学的12

名行政领导中，9名被委以一线任课，3名副校长以身作则，以此形

成了一支以全国模范教师和省、市骨干教师为核心的教师队伍。

副校长彭天富身兼起了年级组长、班主任、物理教师等职，

在他看来，此举不但能第一时间了解年级、班级及学生动态外，

还能提升教师综合文化素养和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我们行

政班子中，许多都是本校优秀教师成长起来的。”

在大量的教学经验支撑下， 眉山中学形成了月考不公布

分数，变“分数唯一”为“指标综合”等习惯。

副校长周林介绍，学校提倡学生学会感恩、学会信任、学

会欣赏、学会微笑、学会理解、学会宽容。此外，学校还让学生

以各种问题为中心思考， 享受解决问题的快乐， 让他们了解

到，不断地思考是进步的过程，这种环境下，学习成绩自然水

到渠成，分数，反而成了在学生们学习的副产品。

“在学校内，师生之间建立起以民主、平等、和谐为基本特

征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师式学生和学生式教师，相互交流、启

发、补充，师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

感、体验与观念，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在这种基础上，要

取得良好的教学教育效果，还会是一件困难的事吗？”望着如

同母子般的陈立新和陈妤豪，罗金福自信满满。

万张互动表

教师升级当“爸妈”

行政当教师

分数成为副产品

无任务指标

教育格局优化升级

三圣花乡花卉市场位于锦江区花博路，驱车

到那里购买花卉的人很多。因此，一到周末，双向

两车道的花博路，两侧非机动车道就成了汽车的

停放点。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花博

路上有“全路段禁停，违者拖离”的指示牌，但身

着印有“三圣花乡停车场管理员”衣服的人却依

然在收停车费。

短短20分钟 3名市民交了停车费

昨日16时许，记者来到花博路，发现这里道

路并不宽，双向两车道，显眼位置有“全路段禁

停，违者拖离”的指示牌。然而，道路右侧街沿上

却立着“临时占道停车位”的牌子，停车时间是

9:00~18:00。 在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停放着许多

汽车，但这里并没有划停车线。

记者刚把车停下， 一男一女两名身着印有

“三圣花乡停车场管理员” 衣服的人就走了过

来，“收费5元！” 男收费员说， 不管停车时间长

短，都是一口价，即使占道停车时间小于15分钟

依然要收费。交了钱，这名收费员递给记者一张

发票，上面依稀可见“临时停车场”字样的章印。

记者注意到，双向非机动车道上都停放着汽

车，不时有买花的市民驱车而至，他们就会快步

上前收费。短短20多分钟，就有至少3位市民交了

停车费。

周末堵车是常态 1分钟路或堵半小时

昨天不是周末，但停放在非机动车上的汽车

数量仍不少。这使得本来就不宽敞的道路更加狭

窄。记者在现场看到，非机动车经过时，只能行驶

到机动车道上，被夹在行驶的机动车和停放的机

动车中间，很是危险。对于行驶的机动车，也只能

小心避让，否则就要和自行车、电瓶车发生擦挂。

“一到周末，停在路边的车子更多！”据花博

路沿线的多位花卉商家反映，周末堵车是这条路

的常态，堵车长度时常有100多米。

“周末的时候汽车就只有慢慢挪！” 商家胡

女士说，市民在花博路上买完花卉，启动就近停

在街边的汽车，正常时速开上成龙大道约1分钟，

而一到周末，可能会堵上半个小时。

禁停路段， 为何会成为收费的占道停车场

呢？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负责该区域的红砂社

区副主任王才富。

“不收费停得更吓人！”王才富说，今年3月

前，这里无人收费，汽车乱停放情况很严重，交通

事故频发。从3月开始，红砂社区管理这一路段。

现在，除了红砂社区的综治队员来监督汽车停放

朝向、清理小商小贩，花卉市场还聘请了两名收

费员，对占道停放车辆进行收费，单向占道停车

的距离有100多米。

那么，收的停车费又去了哪里呢？王才富说，

虽然占道停车的汽车不少，但真正能收到钱的却

不多。“当地人的车收不到钱！”王才富称，交停

车费的基本都是买花者，“一个月下来也就四五

百元！”对此，记者估算，按1个月30天计算，一个

月收500元停车费，平均一天不足20元，也就是2名

收费员平均1天从不超过4名驾驶员手上拿到停车

费？针对记者的疑问，王才富坚称只收了这么多。

对于为何在禁停路段设置占道停车场，是否

向有关部门进行过申报？王才富表示，“全路段禁

停，违者拖离”的指示牌很多年前就有，设置停车

场是根据花博路之前交通堵塞、 车辆擦挂频发的

实际作出的。并称，占道停车场收费是根据花卉市

场的停车收费标准来操作的，没有进行单独申报。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实习生 孙敏

摄影记者 王勤

截至 2014年 6月份 ， 中国移动

TD-LTE基站数量已经超过40万， 网络

覆盖超过300个城市。根据四川省通信管

理局相关规划，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宽

带中国”战略，年内四川将建移动4G基

站2万个，发展用户120万户。目前，成都

移动4G基站已突破6000个，信号覆盖成

都三环路内主城区、区（县）主城区、主

要交通枢纽、重点院校以及部分景区，预

计9月底4G基站将达万个。

为什么移动4G基站发展速度这么

迅猛呢？业内人士介绍说，得益于之前中

国移动良好的2/3G网络覆盖，现在只需在

原有3G基站基础上简单平滑升级到4G，可

以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网络设施， 单个基

站的建设时间从2个月左右缩减到了3天。

这也成为移动4G网络发展速度远超其他

运营商的重要原因。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春熙步行街 TD-LTE下载1G蓝光电影不到2分钟

记者体验移动4G�天台山在线看高清流畅无卡顿

1个G大小的蓝光

电影， 用家里的20M

宽带下载差不多要一

个小时。现在，在手机

上轻轻一点， 不到2分

钟就妥妥地下载完；避

暑到天台山小憩，掏出

手机，“嚯、 不得了”，

在线看高清电视飞一

样快……4G让生活发

生巨变。连日来，经过

成都商报记者的实测，

从蓉城的繁华街道到

幽静的避暑胜地，移动

4G信号覆盖良好。据

悉，目前成都市内移动

4G基站已超过六千

个， 年内全省移动4G

基站将达2万个以上。

去年12月， 成都移动宣布商用4G

（TD-LTE)服务。半年多过去了，身边很

多朋友、同事都使用上了移动4G，目前

成都TD-LTE网络覆盖情况到底怎样？

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么？

测试地点一:红星路、春熙路

本次测试， 记者采用了用户使用较

多的支持4G（TD-LTE)制式的iPhone5s、

索尼Z1两款手机， 在手机上安装了国内

外使用广泛的测速软件Speedtest，测试4G

网络的上行及下行速度。

在红星路二段成都报业大厦楼下，

记者同时启动两部手机上的测速软件，

下载1.2G大小的电影文件， 约为1.5� 分

钟，平均速率为6.8MB/s，换算成运营商

理论 “小b” 的Mbps速度标准约为

70Mbps，是主流光纤固定宽带的三倍有

余。 在人流如织的春熙路步行街与总府

路交界口，启动手机测速软件，经过四次

测试，平均下行速率稳定在60Mbps以上，

1G大小的蓝光电影在2分钟内就能下载

完毕。

测试地点二:火车北站广场、金牛万达广

场、凯丹广场、九方广场

正值暑运高峰， 人流密集的火车北

站广场，候车的市民都埋头玩着手机。记

者启动手机上的测速软件， 上下行速率

为39.67Mbps、4.32Mbps。 手机播放优酷

视频，随意拉动进度条，基本没有卡顿。

而在人气很旺的金牛万达广场5楼的美

食区，移动4G信号满格，上下行速率为

41.2Mbps、5.78Mbps。

随后，在城南的凯丹广场、九方广场

等大型购物中心内， 4G下行速率保持

在50Mbps以上。

测试地点三：四川师范大学成龙路校区、

电子科大城北校区

大学生是手机上网的主流人群。新

学期即将来临， 记者对上述校园的移动

4G网络情况进行了体验。 行走在校园

内，4G信号一直保持满格状态， 基本无

盲区，平均下行速率达到60Mbps以上。

测试地点四：双流机场航站楼、龙泉鸥鹏

大道、邛崃天台山景区

周末驾车出游，是成都人最喜欢的休假

方式。根据记者的体验，成都主城区三环内

移动4G网络覆盖情况良好，那离开市区呢？

在双流机场1、2号航站楼，4G信号一

直处于满格状态， 实测平均下行速率在

40Mbps上下，估计和机场内使用移动4G的

用户较多有关。

在龙泉鸥鹏大道，移动4G最高下行速

率高达82Mbps，龙泉主城区内4G信号也比

较稳定。出乎意料的是，坐车翻越1个多小

时盘山路抵达邛崃天台山景区， 入住山脚

下的云雾山庄，竟然也能搜索到移动4G信

号，最高下行速率达40Mbps，在线看高清

视频毫无卡顿。 通过4G网络把山间的美

景、美食第一时间发送给朋友们分享，更是

乐趣多多。

本次测试， 覆盖了成都主城区三环路

内的主要道路， 以及城郊的部分区域、学

校、交通枢纽、购物广场。总体感觉，移动

4G信号覆盖良好，网速表现稳定，室外的

速度普遍比室内快， 即便驾车在机场高速

路上飞驰，也可以流畅地观看在线视频。

记者实测：移动4G覆盖 城区郊县均已满格

9月底成都移动4G基站突破万个

禁停指示牌以前都有 收费未单独申报

回应

身穿三圣花乡停车场管理员制服的工作人员在花博路禁停路段收取停车费

花博路设置的禁停标识

眉山市东坡区委书记李明舟为学生发放助学金

眉山中学

交警回应：

禁止占道停放

违者予以拖离

针对三圣花乡花博路

禁停路段收费一事，成都交

警三分局表示，花博路禁止

机动车占道停放， 交警将

加大这一路段的巡逻力

度， 对乱停放的车辆予以

拖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