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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了解到，“怀孕必须排队”的霸王
规定在中牟县当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不少
学校都有存在，新圃街小学也是其中之一。

对于“怀孕必须排队”这一学校内部规定，
中牟县教体局是否知情呢？3月23日，记者以教
师家属的身份见到该局信访办刘主任。

刘主任表示，“因为它是个学校，是教书育
人的地方，不是说叫你去生二胎呢”。

对于如果违规怀孕可能会遭到学校处理的
情况，刘主任这样表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学
校有学校里的规章制度。人家既然文件都规定上
去了，你还要顶风违纪，顶住它的规矩不守，那学
校给你解聘，那你只有重新找地方。国家的政策
下来了，具体到这一个单位，你肯定要以这个单
位（规定为主）。全都是年轻的女教师，你不按年
龄排咋弄啊。” 据北京青年报、河南电视台

疑似遭埃及文物部门再次投诉

前日，石家庄长城影视动漫旅游创意园，多名工人
正在拆除山寨“狮身人面像”，其头部与躯体已经分离，
分别用蓝色挡板和黑色纱布围挡。

当地村民说，该狮身人面像于今年春节前被拆分，
疑似遭埃及文物部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投诉。
对此，建筑所属园区和施工方暂未回应。

据了解，该“狮身人面像”于2014年开始建造，高约
20米，身长约60米。该建筑所属园区负责人称，建造用途
为影视拍摄，并非旅游景点。

当年5月，埃及文物部门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
诉。埃及文物部门主席阿里表示，如果建造“狮身人面
像”目的是为了拍电影娱乐，按照国际公约，施工方必须
通知埃及方面。

阿里认为，山寨版“狮身人面像”细节处理方面与
原版差距较大，会影响游客对埃及古文物原貌的了解，
也会直接影响到埃及旅游及连带影视产业的收入。

据媒体援引多名埃及文物部门官员的话称，埃及

曾与中国方面协调，希望中方做出赔偿、或自行拆除。

建筑内部装潢豪华如宫殿

建造方一名工作人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造
这座雕像并非恶意山寨埃及文化遗产，只是方便拍影视剧。

“这仅是影视剧中的场景而已，没有任何其他用
途，也没有收过一分钱费用”。石家庄长城影视动漫旅
游创意园相关负责人曾回应称，这是拍戏用的临时场
景，一次性所用，拍摄完就拆除。

有媒体曝光建筑内部图片称，装潢豪华如宫殿。
“以前是可以去里面参观的，刚修时不要钱，后来

有人断断续续收过钱，引起争议后就关了”。当地村民
称，现在只能看到部分头部。

前日，创意园区相关负责人说，影视城内所有建筑
均用于影视剧拍摄，狮身人面像自建造以来一直备受
争议，加上曾被投诉，建成后很少用于拍摄，对于其内
部构造并不清楚。此外，其建成后吸引了很多游客，据
其了解，曾有村民自发收取费用。

近日河南中牟县一高中“女
老师怀孕须排号”引起网民关注。
为使学校女教师计划生育，学校
出台的一份内部文件明确规定了
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孩的教师名
额。国家法律保护妇女合法的生
育权，而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场
所，首先应当是遵法守法的典范；
这种以“家法”凌驾于国法之上的
做法，既不合理亦不合法。

最新修订实施的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明确规定，“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
子女”。不仅如此，“妇女怀孕、生育
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
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
和补偿”。学校方面即使有苦衷，担
心教师密集生育请假造成师资紧
缺，需要保障教学秩序，也应该通
过做思想工作、与女职工充分沟通
来达成目的。以行政命令来限制教
师的生育权利，明显与国法相悖。

制定出这种荒唐“家法”，暴

露出学校相关负责人法治观念的
淡薄。学校相对于教师无疑居于
强势地位，“怀孕须排号”即使经
过了教职工大会的程序，也不能
成为“家法”凌驾国法之上的“挡
箭牌”。学校出台涉及教师生育权
利的文件，必须要经得起法律的
考验，也要经得起人心的拷问。

“家法”顶撞国法，源于人治思
维。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
一些单位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不是
以国家法律为依据，而是按领导的
意志行事，明知“家法”与国法条款
抵触，依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类
似行为影响相当恶劣，伤害社会公
平正义，理当及时叫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要
时时处处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
加快清理不合理、不合法的各类

“家法”，让法律威严得到彰显，让
公民权利得到尊重，方能涵养更
加深厚的法治精神，推动法治中
国建设稳健前行。 据新华社

深圳交警：
给快递业增5千电动车配额

深圳交警宣布将增加5000辆备案
电动自行车的配额给快递行业，此外
还取消和调整了一些关于电动车管理
的举措，以方便迅猛发展的快递行业。

深圳交警4月2日下午发布通报称，
针对目前网上出现的一些反映和传言，
其高度重视，立即与邮政、快递等相关主
管部门和协会紧密联系，互通情况。

日前，一条《4 家企业 800 辆车被
扣，50名快递员被拘留！深圳，你怎么
了？》的网文出现后，引起深圳交警方
面的关注。

深圳交警声明，“禁摩限电”并非
针对快递行业，并表示重点查处的是
超标电动自行车、拼装电动（机动）三
轮车违规使用者，并要求不得使用备
案车辆实施非法营运。

据悉，自2012年开始，深圳就对从
事公共设施抢修、邮政（含报刊投递）、
快递等行业，以及运送桶装饮用水、瓶
装燃气等单位所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实
行备案制，经统一载物托架和车身颜
色，纳入规范管理后，允许上路行驶，并
不受限制行驶措施限制。 （南方日报）

微信谣言出没高峰：
傍晚、周四、寒暑假

4月1日，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
验室联合微信安全团队发布《微信年
度谣言分析报告（2016）》。

报告显示，谣言发布的时间高峰，集
中在一天中的傍晚、一周中的周四、一年
中的寒暑假。具体而言，在一日内的变化
时间呈现双峰。在接近上午11点时（接近
午饭和午休时间）出现第一个高峰；在17
时至21时（下班时间、黄金时间）是第二
个高峰。这两个时间段谣言持续发出。看
来谣言比较喜欢乘“闲”而入，这也符合人
们日常的生活规律和关注习惯。

谣言在一周中的发布数量变化不
大，在周四时谣言的发布数量最多，而
到了周末则呈现下降的趋势。

若论一年中的变化，谣言的发布数
量在一年中有较大波动，仔细观察可发
现，年末、年初以及暑期是谣言的爆发期。

研究报告显示，在本次抓取的谣
言样本中，有 22.2%的谣言中出现了
诱导分享，即要求读者转发分享等字
句。在出现诱导分享的谣言中，最多的
是道德捆绑类诱导分享，即强调为了
爱心转发，或者“不转不是中国人”；其
次为顺便一提类诱导分享，即没有明
确的理由和条件，只是单纯提醒读者
分享；此外，迷信类的诱导分享也占有
较大比例，即声称转发后有好运或者
不转发会遭厄运。 （南方都市报）

16省份已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近年来，高考改革一直备受关注。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简称

《意见》），明确提出启动高考综合改革
试点。上海市、浙江省作为首批试点地
区，分别出台了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
案，并从当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一年
级学生开始实施。

目前，据记者统计，已有 16 个省
份公布了高考改革方案，“3+3”高考
模式、文理不分科成趋势。

改革对考生有何影响？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
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认为，高考改革
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给学生增加了选择
权，以选择考试科目倒逼选择学习内容
以及报考专业和学校。“选择性”是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核心的价值需求之一，而
学生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

学校如何应对及施行？

王烽表示，由于学业水平考试要
“选考”，学校就要提供“选课”，就会出
现很多不同的课程组合，这样，原来的
教学班就可能无法维持，选课走班应
该会成为一个基本形式。

同时，选课走班必然对教育资源
提出数量和结构方面的新要求，也需
要有一定数量的教师承担生涯指导任
务。中西部甚至东部一些学校现在并
没有这样的条件。

各地方案有何差别？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改革方案的方
向大体一致，内容包括高考实行“3+3”
模式、不分文理科、英语等部分科目提
供两次考试机会、减少高考加分项、取
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实行走班制等。

“3+3”模式指考生总成绩由统一
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
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
成。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
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
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

在总体方向一致的同时，各地也
有细微差别。如江苏规定，考生在高中
期间可同一必考科目参加两次考试。
但广西、贵州等省份明确规定外语科
目实行一年两考。 （新京报）

曾遭埃及文物部门投诉
石家庄狮身人面像拆除

园区方面暂未回应拆除原因 建造方称非恶意“山寨”，只是方便拍剧

高中推荒唐“家法”
女老师怀孕须排号
郑州一高中被指出台“有序生育”规定
有老师称怀孕指标已排到2020年之后

“领导嫌弃”
老师们说，如果怀孕了，就

意味着你成了学校领导嫌弃
的对象，领导会对这些怀孕的
老师重新安排工作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很多家庭开始为迎来第二个宝宝做准备。日前，河南郑州市中牟县第一高
级中学下发通知称，女老师想怀二胎必须排号，若不遵守规定，会被调到小卖部甚至辞退。有老师
称已被排到2020年之后。

新华时评
再有苦衷
也不能让“家法”超越国法

自从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中牟县第一高级
中学的张老师就非常苦恼，因为学校向全体教师
下发了一个通知。

张老师向记者展示了这份内部文件，文件载
明，鉴于学校女教师人数较多，涉及的教育教学
工作面大，如果不计划生育，难免会造成学校各
项工作无法进行，为使学校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只有施行有序生育。而且文件明确规定了各个学

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2016年上半年和下
半年分别为15名和16名。

张老师说，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有很多女教
师，想要怀孕的人挤破了头，屈指可数的怀孕指
标让她们只能望洋兴叹。如果这样排的话，可能
需要排五六年才能排到。

张老师说，学校领导为了防止女老师不按照
规定怀孕，就不断放出口风，撂下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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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工作施行有序生育 明确各个学科教师名额

校
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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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挺着大肚子的售货员 之前都是不同学科的教师

3月21日至25日，记者在中牟县第一高级
中学新老两个校区进行走访，对于怀孕须排队
的规定，老师们都非常清楚。老师们说，如果怀
孕了，就意味着你成了学校领导嫌弃的对象，领
导会对这些怀孕的老师重新安排工作。

记者在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内的小卖
部，见到了不少挺着大肚子的售货员，她们之前
都是不同学科的任课教师。

虽然极不情愿地干着与教学毫不相干的工

作，但是能够获得生孩子的权利，这些老师们都
强忍着默默承受了。

即使这样，已经让很多连怀孕指标都没有
排上的女教师很羡慕了，因为如果违反学校规
定怀孕的话，她们可能连“饭碗”都保不住了。

虽然学校采取了高压政策，但还是无法阻
止一些女教师生孩子的急迫心情。记者见到了
几名已经偷偷怀孕的老师，她们的心都快悬到
了嗓子眼。

荒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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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特定的时间内怀孕 怀不上名额就将被取消

对于那些拿到怀孕指标的老师，庆幸之余，
内心也是“压力山大”。

而且更可笑的是，学校竟然规定女教师在
特定的时间内怀孕，如果怀不上的话，那么这个
名额就将被取消。

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的怀孕排队工作由工
会主席贾洪斌负责，3月2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
贾洪斌。贾洪斌告诉记者，“如果不按学校的规
定怀孕，学校只能给你换地方，你想去哪，去哪

个单位就去哪个单位，你去别的地方有风险
吧。”

贾洪斌坦言，由于学校女教师实在太多，采
取排队怀孕也是无奈之举。他告诉记者，“国家
政策是不错，不但放开了，而且倡导生。学校规
定肯定不能与法律相抵触，但是作为学校单位，
你要一直生，你说还工作不工作了。咱也不合
法，但是你接触这个，作为学校，你说咋办呢。”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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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是年轻的女教师，你不按年龄排咋弄啊

前日，河北省石家庄复
制版“狮身人面像”建筑被
拆分，身首分离。该建筑曾
备受争议，并遭到埃及文物
部门投诉。对于拆除原因，
园区方面暂未回应。

正在拆除的山寨“狮身人面像”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
长刘思敏博士介绍，文化遗产的保
护主要有两个国际公约：1972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公约》和2003年《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1972年的《公约》
侧重于物质性的“文化遗产”进行保
护，着眼点是保护遗产，使其不被破
坏，但没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相关规
定。根据现有国际法及国际惯例，埃
及“狮身人面像”也很难受到知识产
权相关法律的保护，其著作权也超
越了一般50年的保护时限。而复制、
抄袭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当代建
筑很难避免法律制裁。

“像北京世界公园就有许多微
缩的建筑，这是没有关系的。”刘思
敏说，但按照原比例复制建造会对
原始建筑所在国家造成一定影响，
不尊重对方文化。刘思敏指出，仿制
名胜古迹的现象在中国以及许多国
家都存在：奥兰多迪斯尼世界公园
仿制了世界各地许多的著名建筑，
包括中国的天坛。帕特农神庙在希
腊首都雅典如今庙顶已坍塌，但美

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全盘复制了
帕特农神庙，建筑物的规格都同历
史上的帕特农神庙一样。

刘思敏认为，抄袭现象频频出
现，与世界遗产知识产权保护还存
在法律空白密切相关，由于难以确
定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名胜古迹知
识产权属性及其权利人，在可预见
的将来，很难从法律层面解决这种
抄袭和山寨的行为。

刘思敏指出，如今旅游业界频
繁出现复制、仿造现象，具有一定的
新鲜感，吸引眼球。虽然这种缺乏创
造力的抄袭行为不值得提倡，但不
意味着它们不受市场认同。另一方
面，抄袭、复制名胜古迹或世界遗产
的行为法律代价低。

刘思敏表示，山寨“狮身人面
像”一事，虽然埃及方面目前很难从
法律上控告和起诉，但作为一个标
志事件，引发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关于世界遗产产权保护公约的讨论
与修改，明确世界遗产的知识产权
属性与权利人，对仿制、复制行为加
以法律规范。 （新京报）

此类山寨行为
难从法律层面解决专家说法

“内部文件”
文件明确规定了各个学

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
201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
为15名和16名

▲

被教师曝光的这份文件明确规定了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

记者在小卖部见到了不少挺着大肚子的售货员，据悉之前都是教师

根据记者了解，中牟县教体局对学校的规定知情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