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科技学院的一项新技术，让印染废水回收率达 90%———

高校助力企业环保
本报记者 杜若原

前不久，青岛一家印染企业主动
找上门，来到武汉科技学院环境科学
研究所，请他们去帮助企业解决高温
有色印染水的回收利用难题。

武汉科技学院副院长曾庆福感慨
地说，慕名而来的企业看中的就是他
们的科研“秘籍”———微波无极紫外光
催化氧化技术。这项盯住印染行业高
能耗、高污染关键环节的崭新技术，正
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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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当武汉科技学院的科技人
员带着成果走进上海沪邦印染集团时，
厂方还半信半疑。一年后，沪邦印染集
团信服了：这项成果让印染生产实现废
水回收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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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达
"#$

以上。
一直以来，需水量和废水排放量

大，是困扰印染行业的一大难题。从印

染生产线上排放的高温废水，不仅流走
了热能，各种色彩的废水又污染了环
境。曾在印染厂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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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曾庆福考
上研究生后，便把科研目标直指印染废
水。通过反复试验，曾庆福和他的科研
团队终于研发出微波无极紫外光催化
氧化技术，并运用这一技术研制出微波
无极紫外光组合反应器，开创了高温纺
织印染废水处理回用先例。

随着国家设立“十一五”水专项，印
染企业水污染治理也列入其中。武汉科
技学院积极参与该项目申报，成为唯一
参与这一国家重大项目的二类大学。据
测算，高温印染一般占到印染厂用水量
的一半；一个小型的印染厂，每天用水
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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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武汉科技学院的这项
成果，能对高温有色印染水进行有效脱

色，高温水又进入循环使用。
有专家预言，如果这项成果在印

染企业推广开，那么印染行业节能减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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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在多方考察后，武汉科技学院决

定与武汉方圆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加快推进新技术在企业实际操作
中的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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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武汉方圆公司
研制出成型设备，这既是国内第一台，
也是世界上第一台用于纺织印染废水
综合治理的工业化设备。

纪念“三个面向”题词 25周年，专家指出———

教育实验当戒功利
本报记者 李晓宏

日前，来自全国
(%

个省市、
(%#

所
学校的校长集聚北京景山学校，纪念邓
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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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专
家们认为，坚持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进
行教育实验，努力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这应当是对“三个面向”的最好纪念。而
当前的教育实验一定要戒急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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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庆节，邓小平同志为北京
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新时期我国教育

事业改革和发展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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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景
山学校在“三个面向”指引下，制定“全
面发展打基础，发展个性育人才”的综
合改革方案，坚持进行学制、教学体系、
教材等教育基础领域实验，开创了课堂
教学生动活泼的局面。

目前全国挂着“实验”牌子的学校
不少，但是真正进行系统教育实验的学
校不多。专家指出，原因有三：一是决策
求快。以专家论证取代必要的教育实

验，在未经实践检验的情
况下就急于决策、推行，造
成事倍功半；二是管理求
同。认为划一的模式是最
理想的模式，将规范化与
多样化对立起来，不鼓励
进行多种实验；以少数人
的研究成果，取代广大教

育界人士的创造力，造成缺乏整体活
力；三是做事求名。在教育教学的研究
中，急于成名，缺乏对教育周期的尊重，
缺乏对教师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尊重，静
不下心来教书，潜不下心来育人，希望
一课成名，一赛成名。

与会专家强调，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减
轻负担除了要节流，关注学生书包的重
量，更要开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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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福建阅卷现场
!

见题不见卷
!

过程全监控
本报记者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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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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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福建省高考阅
卷工作全面启动。当天，来自福州和宁
德两市的

&#

多名考生、老师及家长应
邀来到阅卷现场进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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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
以巡视员的身份亲历了整个阅卷过程。

阅卷现场———
只有点击鼠标、敲打键盘的声音

在福州大学阅题点，凭着福建省
高招办核发的巡视员证件，又经过两
道由该校老师和校公安处组成的门岗
检查验证后，记者才进到阅卷现场。

其中一个阅点由两个相通的大教
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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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阅卷老师人手一台
电脑，正在安静紧张地阅卷。现场内，
没有传送试卷的哗哗声、也没有纸笔
交错的沙沙声，有的只是每位阅卷老
师点击鼠标和敲打键盘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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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柜式空调分置在教室中，温度设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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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左右。“阅卷期间，我们免费
给老师们提供菊花茶、豆浆等降暑饮
料，还规定他们每一、两个小时就要适
当休息几分钟。”正在现场监督的福大
数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福大阅卷点
评卷指导组组长徐荣聪告诉记者。

徐荣聪介绍，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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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福建省
在全国首个实行高考所有科目网上阅
卷以来，所有试卷便全部集中于省高
招办阅点，试卷内容经过电脑扫描后，
分类传至阅卷老师电脑上。

阅卷电脑上面只有试题，没有任
何相关考生的信息，甚至连答写的题目
用笔颜色，也都统一转化为黑色。所有
阅卷电脑设置三重开机密码，密码由纪
检监察、考务人员、技术人员分别掌握。
由于工作人员扫描时将其按题目分割
成一张张图片，阅卷老师既看不到考
生其他题目的判分情况，也看不到其
他老师的给分信息，阅卷不受干扰。

如果两位老师先后给出的分数在
设定的分差之内，则自动取平均值作
为考生的最后得分；如果超出分差范
围，计算机会把这道题目自动调给徐

荣聪这位阅卷小组长评判；如果小组
长评判结果又超出分差控制范围，则
作为典型的答卷交给指导组集体仲裁
给分。“这就是我们的一评、二评、三评、
四评的体系，确保公正公平评分。”福建
省高招办副主任林健民告诉记者。

试卷保存点———
服务器每天进行三次自动保存

位于福州市北二环路的兴才楼，是
福建省高招办保管试卷、电脑录入的核
心地点，这里由武警战士把守。今年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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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份高考试卷就全部集中于此。
负责试卷录入的是身着警服的省

公安院校的公安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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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公安学
员们一边拆封着试卷，一边通过扫描
机，将一张张试卷扫描进电脑，转化为
图像信息。这些试卷信息通过数据处
理区后，自动分类上传至服务器。而福
大和福建师大两个阅点的阅卷老师
们，再从服务器上获取这些已经分类
处理好、分离了考生信息的试卷。
“网上阅卷整个过程，都在高招办

纪检部门监控之下进行。”福建省高招
办主任林其天说，为了确保绝对安全，
服务器每天还要进行三次自动保存，其
中一次是要由高招办两名工作人员用
一台移动硬盘录入。录入前两个人都要
签名、录入后还要当场用封条封存。

另据介绍，整个程序首先是各阅点
专家组成员根据提供的标准答案，制定
出评分标准；其后再组织各阅评小组组
长们进行试评；最后在阅卷前一天，对
所有阅评老师进行评卷标准的培训。

负责开发这套阅卷系统、现场进
行维护的深圳市海云天公司负责人介
绍，这套系统还设有自动识别比对系
统，当若干份试卷答写内容十分接近
时，电脑会自动报警提示。

一名来自福州、参观过阅卷现场
的考生代表表示：本来她很担心扫描
不清晰或者其间会有什么不公平，现
在一看彻底放心了。

高考网上阅卷：公正吗？安全吗？
本报记者 赵婀娜

高考一结束，阅卷便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今年高考考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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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阅卷无疑是一项浩大工程。

高考网上阅卷已试行
(#

年。
(#

年
来，网上阅卷不仅使传统阅卷方式发生
深刻变革，也推动考试现代化长足进
步。网上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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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为手段，以规范、准
确为过程，更以公正为目标。

进程：10年高考网上阅

卷从 1省发展到 22省份

网上阅卷，是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和
图像处理技术为依托，以实现考试评卷
公平公正性原则为最终目的，采用试卷
和答卷分离的方式，客观题由计算机自
动判分，主观题由不同阅卷教师通过网

络在计算机上对考生答卷的电子图像
分别进行评分，最终由计算机自动合分
和校验的阅卷方式。

提高阅卷质量，确保考试当中的阅
卷环节安全、公平、准确、科学、规范，是
每位考生以及家长的愿望，也是考试标
准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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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西招生考试院在高考
阅卷过程中，率先对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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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

实施计
算机“无纸化网上阅卷”，随之，云南、湖
北试行，带来了对传统阅卷方式的一场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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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高考网上阅卷从
(

个省发
展到包括上海、辽宁、新疆、安徽等在内
的

&&

个省（区、市），从英语单科的作
文，发展到部分省份的全部科目。

规范：硬件先进软件达

标，技术执行标准确立

作为一项新技术手段的实施，网上
阅卷离不开有效的管理章程和技术规
范保驾护航。今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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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教育部下
发了《国家教育考试网上评卷暂行实施
办法》、《国家教育考试网上评卷技术暂

行规范》、《国家教育考试网上评卷统计
测量暂行规范》，从根本上，让网上阅卷
有标准可依，有管理办法可循。同时，教
育部考试中心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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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巡查组，深入到
各个实行网上阅卷的省份，加强对网上
阅卷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我们看到，从答题卡的设计、印制、
运送和保管，到答题卡的扫描，选择题
的识别和评分，非选择题评分，再到成
绩合成，网上阅卷的考务流程得以梳
理；从包括扫描环境、扫描设备、服务
器、评卷工作站、网络配置等在内的硬
件标准，到软件标准、数据标准、信息安
全和质量监控，网上阅卷的信息技术要
求得以明确；从评卷的样卷选择，到阅
卷员的培训，到评卷过程的质量监控和
评卷结果的统计与校验，网上阅卷的技
术执行标准得以确立。

公正：评卷人主观感受

导致的误差降到最低

“不求多给一分，莫要少给一分”是
所有考生和家长的愿望，这就要求阅卷
教师阅卷过程秉持公正。客观题可以用

机器阅卷来消除人的主观因素带来的
误差，对于主观题，除了要制定合理的
评分标准以外，在阅卷中还要采取一定
的措施，如严格培训阅卷人员，计算机
监控阅卷人员工作，加强校验、复查等
办法。
“除设置合理的评分误差，设置及

时发现误差并自动提请纠正功能外，要
求各省至少要做到‘二评制’，部分省份
已做到‘三评制’。”教育部考试中心的
工作人员介绍。所谓“二评制”、“三评
制”，是指同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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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
!

位老师阅评
同一考生的同一题目，目的在于，把阅
卷教师个人主观感受导致的评分误差
降低到最小程度，保证考生获得的分数
能最大程度地客观、公正，从而有效防
范和避免违规作弊或马虎应付所造成
的人为误差。

为了控制阅卷教师个人阅卷的稳
定性，服务器会每隔一段时间随机抽
取部分该阅卷教师已阅过的答题请
阅卷教师重阅，并进行分数的比对，
当分数超出规定的误差值时，会通过
阅卷组长提醒该阅卷教师要注意评
分质量。

安全：网络加密系统稳

定，应急预案制定充分

“是否会由于技术的原因，出现漏分、
被黑客攻击、数据丢失等情况呢？”这是家
长对网上阅卷提出的最集中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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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教育部考试中心和各省级
考试机构，采取并完善了一系列计算机
网络安全控制、加密等手段来确保网上
阅卷的安全。如，答题卡扫描场所实行
封闭管理，所用计算机网络与外网物理
隔离；建立有效的数据备份机制，至少每
半天进行一次数据备份，并确保系统故
障或设备故障后的数据可恢复等。

据介绍，有效的校验和质量监控机
制也是保障网上阅卷公正、安全的必要
手段。专人对扫描数据进行定期校验，
每次校验后必须有当事人和责任人签
字确认；教育考试机构组织对选择题填
涂识别结果进行抽查；成绩合成后，教
育考试机构组织校验成绩的完整性、有
效性及选择题成绩与非选择题成绩的
一致性；评卷期间配备专门技术人员，
保障网络、硬件设备和评卷系统正常运
行，制定应急工作预案。

张家港市中小学推行大课
间活动和课外文体活动———

激情在操场释放
本报记者 龚永泉

“青春在阳光下闪亮，激情在操场上释放”。去
年初，江苏张家港市中小学推行大课间活动和课
外文体活动，将每天上午的课间操延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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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钟，将体育活动时间列入课表，做到人人有体育项
目、班班有体育活动、校校有体育特色，从而实现
了“三个延伸”：一是由阳光大课间活动向阴雨天
室内延伸，二是由大课间活动向课外文体活动延
伸，三是由校内大课间活动向校外活动延伸。

目前，张家港市拥有各类体育特色学校
!#

多
所。合兴小学自编乒乓操，人人都能挥拍打球。

+##

平方米乒乓球馆和几十张乒乓球台，保证了所有
学生练球的需求和训练的质量，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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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队代
表张家港参加苏州市小学生乒乓赛。西张小学每
天操练自编的足球操，

!

至
+

年级每班都建立了
男女足球队，并在每个周末进行比赛。南沙中学举
重队先后向体育学院或运动队输送了

*#

多名运
动员，有

!

名运动员进入了国家队。
各中小学校组织开展学生体能拓展、体育专

业训练、军事特色集训和体育兴趣培养等活动。据
统计，全市每年有近

+

万名学生接受培训，并在各
级各类体艺竞赛中取得了较好成绩。全市获得阳
光证章的学生

&#''%

名，获得阳光体育奖章的学
生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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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小学组、中学组体育代表团
双双荣获苏州市体育竞赛总团体冠军。

近
!

年来，全市共投入近
&

亿元用于学校体
育设施建设，学校按照年度公用经费总额的

%$

用
于学校体育工作。目前，全市所有中小学都建有
&##

米以上的田径场，
)+$

的学校建有塑胶田径
场，

*&$

的中小学建有体育馆或风雨操场；投资
%+##

万元建设了市青少年实践基地，并在各镇建
立了少年宫分部。

学校还聘请有体育特长的家长以及社区体育
骨干到学校指导体育工作，开展“大手牵小手”和
“小手拉大手”活动。组织学生家长到校观摩、参与
大课间活动，并提请家长在双休日和寒暑假督促
孩子参加体育活动。

在体育教师的配备方面，全市通过
!

年时间，
不仅对全市体育教师进行了轮训，并对一些有业
余体育爱好的教师进行了培训，使所有教师人人
参与课外体育活动，使教师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
能，至少辅导一个课外文体兴趣小组。另外，在评
先晋级中，坚持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的教师同等
对待，及时足额发放各项津贴补助，全市

(+!

的体
育教师具有市级以上骨干教师称号。目前，全市中
小学体育教师数量充足、素质较高，每位体育老师
平均每周上

(*

节课。
孩子们在阳光体育中充满着对生命的绿色希

望，怀抱着阳光般的温暖而健康的心。他们又把这
种心情带进了课堂，带进了家门。课堂不再沉默和
呆板，师生的教学活动变成愉快的互动，变成心灵
的交流，具有特有的默契与和谐，教书和学习都成
了一种愉悦和享受；在家里，父母多了一位健康活
泼、热爱生活的好帮手。

高考阅卷

本版责任编辑：倪光辉

电话：（
#(#

）
+%!+)%!(

传真：（
#(#

）
+%!+)%+(

012345

：
6789:;95:<3457,=;2,=>

“创想童画”
6月 14日，一位小朋友观看“创想童画”展览。当日，安徽省淮北市在两宫广场举办“创想童画”展览。这些儿童创

想画使用废旧纸、棉线、水彩等材料创作而成，构思大胆奇特。 王 文摄
.

新华社发
/

音乐架桥

美国著名音乐学府———奥柏林音乐学院日前与北京辅仁音乐学校签署合

作协议，采用“大师一对一授课”方式，发现、培养音乐苗子。图为奥柏林音乐学

院塞德玛莉教授与辅仁音乐学校学生进行艺术交流。 张学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