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孙晨钟 美编 冯成 廖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内 09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五组数据
读懂正风反腐这五年

10月9日，十八届中央纪委八次全会在
北京举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推动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突出成就。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纪检监察干部和
专家学者，通过五个关键方面的数据对这五
年来正风反腐工作进行梳理。

280多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
打虎拍蝇反腐动真碰硬

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决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面对复杂严峻形
势，动真碰硬。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
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人的违纪违法问题得
到处理，一批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厅局级
干部被立案审查。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立案审查中管
干部 280 多人，厅局级干部 8600 多人，县处
级干部6.6万人。共查处十八届中央委员、候
补委员 40 人，中央纪委委员 8 人。截至 8 月
底，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
区追回外逃人员 3339 人，追回赃款 93.6 亿
元，“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40余人。

与此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坚决整
治人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
为重中之重来抓。截至今年6月底，共处分乡
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处分农村
党员干部64.8万人，百姓身边的“蝇贪鼠害”
得到有效整治。

60%多案件线索来自巡视
巡视“亮剑”形成强大震慑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召
开23次会议研究巡视工作，审议巡视专题报
告；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15次会议研
究部署相关任务。

中央巡视组先后开展12轮巡视，共巡视
277个党组织，对16个省区市“回头看”，对4个
中央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在党的历史上首
次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十八届中央纪委
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
视。5年来，巡视全覆盖的格局已经形成。

18万起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被查
违纪行为从2013年起逐年大幅减少

截至8月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43万起，处理党
员干部25.02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61万
人，违纪行为从2013年起逐年大幅减少。

6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追责
“两个责任”夯实管党治党责任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全国共有
6100余个单位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
300余个纪委（纪检组）和6万余名党员领导
干部被问责。

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和廉政研究
中心副主任李斌雄认为，狠抓“两个责任”，强
化追责问责，带动了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80余部党内法规出台或修订
制度建设织牢织密“监督网”

5年来，中央从出台八项规定开始，制度
之笼越扎越紧。《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共
出台和修订党内法规80余部，党内法规体系
基本建成。

2016 年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帷
幕。目前，北京、山西、浙江3个试点省市改革
取得实质进展，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转隶
组建工作已完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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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舰擅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中方予以警告驱离

10 月 10 日，美国海军“查菲”号驱逐舰
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中国海军“黄
山”号导弹护卫舰和两架歼-11B战斗机、1
架直-8 直升机紧急应对，对美舰予以警告
驱离。

中国政府早在1996年就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
海基线。美方派军舰再次擅自进入中国领海挑
衅，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中美两国
两军战略互信，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极易引发
意外事件。中国国防部坚决反对。

中国军队将针对美军的一再挑衅行动，进
一步加强海空战备建设，提高防卫能力水平，坚
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当前，中美两国两
军关系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要求美方
采取切实措施改正错误，为两国两军关系的发
展增添正能量。 （国防部网站）

每个班都在进行不同研究
三个年级段方向不太一样

红星新闻记者：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活
动？

清华附小校办负责人：苏轼的研究是附
小的一个研究主题，比如我们2016年的主题
是鲁迅，今年是苏轼。全校每个班都在进行
不同的研究，只不过三个年级段研究的方向
不太一样。低年级段是研究他的诗词，中年
级段是研究他的诗歌、吟诵等这一类的，高
年级段是进行小课题研究。每个班都有，只
不过这个班级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前展示
了。整个2017年都在做这个活动，并没有停
止。只不过是这个班级发布一下他们的研究
成果给家长看，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在网上
传开了。语文、数学、英语都在做这个课题。

他们这样的质疑没有依据
孩子们经过了六年的积累

红星新闻记者：网上有人质疑，特别
是《大数据》一文，认为孩子父母可能也参
与了比较多，文章能体现孩子的真实水平
吗？

清华附小校办负责人：他们这样的质疑
有依据吗？没有吧。只能说他们对于小学生的
现状太不了解了，不太清楚现在小学生的状
态。附小的小课题研究是从孩子们一年级就开
始了，每年有不同的主题。孩子们能够做成这
样也不是一年能成的，是他们经过了六年踏踏
实实的积累。网上有人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对目前中国小学的教育和发展太不了解，对
清华附小更是不太了解。父母参与课程是避免
不了的，孩子有疑问回家问父母，难道就是父
母代替孩子吗？太武断了。孩子们的研究精神
是难能可贵的。

从不为孩子规定选题
老师只从方法上引导

红星新闻记者：选题是如何产生的？
是由老师决定的吗？

清华附小校办负责人：不是的，老师只
是带领指导选题。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主
题呢？每个小组、每个学生的兴趣点可能是
不一样的，我们从来不会为孩子规定什么
样的选题。我们在一年级就会让孩子在繁
杂的小课题里面选出他自己喜欢的一个。
比如，去估算学校金鱼的数量，估算楼的高
度，找找学校最漂亮地砖的图案是什么样
子的。老师只是从方法上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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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爸爸通过一段程序把苏轼的
3458首诗词进行了分词研究，找出了这些
诗中的高频词。”

“《东坡先生编年诗》这本书只能找到
哈佛线上图书馆的竹纸线装的扫描书，在
爸爸的帮助下，我们找到另外一个网站把
这本书进行了OCR识别，大多数的诗就
可以用搜索的方法查到了。”

以上就是文章中出现的一些句子，虽
然语言表述比较稚嫩，关键步骤中“爸爸”
似乎出镜比较多，但专业的定量研究为这
篇研究报告赢得了不少赞誉。网友@Co-
co_pororo评论道：“是在下输了……老阿
姨连篇论文都编不出来！”

面对这篇已经阅读量破10万+的《当
小学生遇见苏轼》，很多人都表示吃惊，甚
至是难以置信。对此，清华附小办公室一
位工作人员这样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
师只是（把文章）正常发布在班级的微信
平台上，没想到意外就火了。”

在文章中，老师共放出了五篇研究报告
作为范例。分别是《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
苏轼》、《人杰地灵——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
分析》、《今人对苏轼的评价及苏轼的影响
力》、《苏轼与王安石、欧阳修的对比》、《苏轼
的社交圈——揭秘苏轼不同时期的朋友》。

虽然不似正规论文前有导语、关键词，
后有尾注、参考文献，但这些文章中大量的
图表、表格以及统计数据，还是能感受到孩
子们在十分认真地进行一项“学术活动”。

《《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
《《人杰地灵人杰地灵———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分析—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分析》》

《《今人对苏轼的评价及苏轼的影响力今人对苏轼的评价及苏轼的影响力》》
《《苏轼与王安石苏轼与王安石、、欧阳修的对比欧阳修的对比》》

《《苏轼的社交圈苏轼的社交圈———揭秘苏轼不同时期的朋友—揭秘苏轼不同时期的朋友》》

孩子们的“学术活动”：
包含大量图表、表格及数据——

《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
《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很多人都
没想到，这样“深沉”的题目是出自清华
附小六年级小学生之手，这也为他们赢
得了“史上最强小学生”的美誉。

10月9日，一篇名为《当小学生遇见
苏轼》的文章被发表在公众号“清华附小
2012级4班”上，很快，此文刷爆朋友
圈，截至10月11日17时30分，文章的
阅读量已经突破十万，收获了7000多
个赞。

但赞誉背后，“文章是否反映了小
学生的真实水平？”“家长和老师的参与
有多少？”等问题，也引起了热议。

10月11日下午，清华附小邀请了该
班老师和同学代表在校园内进行了展示
和答疑。校办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文章的走红是偶然，质疑是因为不懂小
学生。”

在一片夸赞声中，也有不少网友有
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种研究对学
生、老师和家长的要求都比较高，向其他
地区推广的难度太大。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熊丙奇撰文
《没个好爸爸，清华附小学生还能“遇到苏
轼”吗？》，文中提到，要推进中小学探究式

教育，不能只用学科分数评价学生，要关
注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培养。还有人质疑，
这种看似高大上的活动，实则给老师和家
长带来巨大的负担，并不能反映小学生的
真实水平。

带着这些问题，10 月 11 日，红星新
闻记者采访了清华附小校办。

向其他地区推广的难度太大向其他地区推广的难度太大
看似高大上看似高大上，，实则给老师家长带来负担实则给老师家长带来负担

是否能反映小学生的真实水平是否能反映小学生的真实水平？？
《《没个好爸爸没个好爸爸，，清华附小学生还能清华附小学生还能““遇到苏轼遇到苏轼””吗吗？》？》

6年级学生研究苏轼
刷爆朋友圈却也遇到不少质疑
清华附小邀请师生展示和答疑

“你们不懂小学生”

成年人的“理性思考”：
一片夸赞之中也有不同看法——

火

了

“火”

了

校方回应

“他们这样的质
疑有依据吗？没
有吧。只能说他
们对于小学生
的现状太不了
解了，不太清楚
现在小学生的
状态。”清华附
小校办负责人
回应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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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巫梦琦 董冀宁

学生“论文”配图：苏轼、王安石和欧阳修的人生曲线叠加图

微信公众号“清华附小2012
级4班”的文章刷爆朋友圈

学生“论文”配图：你认为苏轼成功吗？

学生“论文”配图：苏轼一生中“归来”在诗中出现的次数分布，横坐标为年份

小学生为苏轼画像也是活动内容

这个班的研究记录：手机使用情况、小升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