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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网改版上线
党务工作一站查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北京市市委下属各部门
没有统一的党务工作展示平台将成过往，前线网日
前进行改版，开辟北京党务专区，重要活动、党务动
态、人事任免等消息将实现一站查询。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社昨天举行
前线网改版上线仪式，改版后的新网站在主页设立
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专区，及时提供权
威的理论文章。同时，针对北京市委部门众多，尚
无统一展示平台的实际，前线网在全市网络媒体中
首次开辟北京党务专区，设置重要活动、党务动态、
人事任免等栏目，将市委各部门以及各区县党委的
工作动态进行全面展示。此外，
《前线》杂志及其子
刊都将全文上网。
《前线》杂志总编辑刘陈德介绍，
前线的多媒体转型在全国党委刊物中较为领先，前
线学习手机报对全市处级以上干部特别是局处两
级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提供一个思想理论学习平
台，
开通几年来已经覆盖了 7 万名领导干部。

全市中小学昨天开学 在八一学校的开学典礼上老师回忆习近平的学生时代

习近平中学时喜读杜甫爱踢球

本报讯（记者 林艳）昨天，全市 120 万中小学
生正式开学。八一学校的开学典礼有些特别，由于
恰逢学校 68 周年校庆，开学典礼也成了八一学校
校友会的成立仪式。八一学校毕业生、世界第一位
女中将聂力被任命为名誉校长。此外，曾担任过习
近平主席中学语文学老师的陈秋影也出席了开学
典礼，她对习近平中学时的表现至今仍记忆犹新，
包括课间给大家让路、喜欢读杜甫、爱好踢足球。
“当时他 13 岁，算是在逆境中成长的孩子，比
其他同龄人显得沉稳。”陈秋影回忆起习近平的中
学生活，仍有一些细节令她印象极深，
“比如中学楼
门很小，如果同时遇到几个同学和老师，他一定会
让老师先走。他也不说话，就做个手势。一个十几
岁的孩子，可以做到这样很难得。他的家庭教育和

成长过程，
都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他今天的讲话，还是很有文采的。”作为习近
平的中学语文老师，陈秋影对这位学生现如今的
“语文”表现做了点评，并夸赞了习近平从小爱读书
的好习惯，
“ 他读书很认真，对课堂上讲的不满足，
自己还会读很多书。他很喜欢杜甫的诗，对国学情
有独钟。我知道他插队的时候也带了一箱书，晚上
一直读。”当被问到习近平当年的语文成绩和排名
如何时，陈秋影笑说，
“ 他的语文成绩很好，但我不
排名，一视同仁。他也不是成为诗人作家的材料，
不是激动型，是沉稳型的，对很多事情会很理性去
看，
多阅读、多思考。
”
陈秋影还记得，1993 年时，她发生了一起车
祸。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北京开会，把当

时班里的几位老师都找来，一起见面吃饭，给每个
老师都准备了一份礼物。
“ 当时我没在，他很有心，
也给我留了份礼物。”说到师生间的情谊，陈秋影很
激动，她说自己和习近平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有
些人找我来拜托他题字的，后来有规定不能以个人
名义题字，
但他也会交代秘书一定要回复我。”
作为习近平、俞正声的母校，在八一学校校友
会的成立仪式上，各届杰出校友纷纷返校。校友会
理事长殷子烈作为代表发言，回顾了学校从晋察冀
军区驻地的荣臻小学到现今八一学校多年的历史，
“我今年 82 岁了，是第二届毕业生。1947 年时，在
聂荣臻司令员的关怀下，咱们的母校诞生了。第一
学期师生只有 74 人，六年级 7 人，也就是第一届毕
业生就 7 人。
”

教育部表示加强西方原版教材使用管理，
北青报记者调查新学期高校洋教材使用情况——

高校课堂洋教材 新学期未见收紧
一个多月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
课堂。随后，该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关注教育的人士甚至推测，今年开学，一些高校使用的直译原版教材可

首都医学专家
成立志愿服务团

能会受到影响。为此，北青报记者调查北京多所高校发现，原版教材在大学书店仍然销售，一些高校出版社也表示未接到收
紧外国原版教材或者某个教材不能出版的通知，而新学期开学后，各种“洋”教材也还是学生们的必修课本。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佳艺 李开欣）昨天上
午，首都医学专家志愿服务团在京举行成立大会。
会后，50 名医疗专家组成 5 个志愿服务小分队，赴
海淀街道汇新家园社区等 5 个社区开展健康咨询和
义诊活动。
成立大会上，海淀区志愿服务专家顾问团队正
式成立，与会领导共同为顾问团队颁发了聘书。他
们将会从专业领域出发，为海淀区志愿服务专业
化、项目化、制度化发展提供指导意见。与此同时，
海淀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了“志愿海淀”信息平
台及微信公众号，志愿者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寻找
志愿项目，查询服务时间。大会宣布以“创新志愿
服务，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 2015 年海淀区志愿
服务项目创新大赛正式启动，比赛旨在构建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长效机制，进一步创新基层志愿服务工
作方式，
推动海淀区志愿服务事业常态化发展。

厂甸庙会绝活
首次走进台北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 通讯员 曹蕾）老北京
特色小吃、传统民间手工艺令人目不暇接。昨天，
北
京著名的厂甸庙会首次走进台北，参加 2015 年“北
京文化庙会·台湾之旅”
活动，
为岛内再添节日喜气。
庙会主场人气最旺的是小吃区。华天集团旗
下的庆丰包子铺和护国寺小吃虽然是头一年来台
北，但架不住台北民众的好奇和热情，热腾腾的炸
糕摊前面挤满了问价的人。最热闹的还有煎饼果
子的摊位，大家伙儿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打鸡蛋、
摊面皮、刷酱。小吃区外侧的展区，集中了来自厂
甸庙会的特色文化产品，并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现场展示。空竹、风车、皮影的展位前，孩子拽着母
亲的衣角不肯走，胆大的还自己动手尝试演上一出
皮影戏。剪纸、北京鬃人等展位前，偏爱传统文化
的中年人则兴趣盎然地咨询着物件的做法和工艺。

京燕通勤列车昨起
继续开行至 3 月底

本报讯（记者 王薇）昨天，
北京铁路局表示，
为
方便燕郊在京工作人员往返两地出行的需求，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将继续开行北京
东站至燕郊间的三趟旅客列车，
使用空调车底。
据了解，今年 2 月 1 日起，京燕通勤动车改为了
通勤普客，北京地区的始发终到车站也调整为北京
东至燕郊，每天共开行三列通勤临客。此前，由于
上座率不高，铁路部门在综合考虑了客流情况和节
省运力等因素下，
在临客开行 10 余天后，
将 10 节车
厢减编为 6 节车厢，农历春节前夕再度缩编为 4 节
车厢。 三趟京燕通勤列车开行时间为：
K7782 次燕
郊 7：25 开 ，北 京 东 7：52 到 ，运 行 时 间 27 分 钟 。
K7783 次北京东 18：45 开，燕郊 19：08 到，运行时
间 23 分钟。K7784 次燕郊 20：15 开，北京东 20：40
到，运行时间 25 分钟。 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可登录
www.12306.cn 网站，或拨打 95105105 电话以及
在车站窗口、代售点进行购票。

五中金帆民乐团
举行 20 周年庆典

探访

原版教材仍然在售
开学伊始，记者走访北京大学的校内书店，几
套不同学科的精选教材译丛系列都还在出售，经管
类的翻译教材包括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
特所著的第八版的《经济思想史》、理查德·T·弗罗
恩所著的第八版《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政策》、曼昆
的《经济学基础》的中文翻译版和英文版，人文社科
类的还有安东尼·吉登斯所著的第六版《社会学》
（英文影印本）等。
书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并未听说有要求这类翻
译教材或者英文教材停售或者停止出版，恰逢开学
季，有不少选修了第二专业或者是有阅读兴趣的学
生来书店购买这些书籍，也有部分为明年研究生考
试备考的学生来购买。
对于此次教育部对洋教材的精神，某高校出版
社编辑表示，目前他所在的部门暂没有收到任何方
面的通知，
“一次讲话内容，没有白纸黑字的红头文

众多高校依然是必修课本

件，也没说是哪个书不让出，所以以前的教材还将
会继续出版。
”
记者走访发现，大学里目前使用西方原版教材
较多的学科，多分布于经济管理类、社会学、心理
学、新闻传播类社科专业，以及信息技术等理工类
自然科学学科。涉及中西意识形态的则来自社会
科学领域。不难发现，这些学科多为“舶来”的“出
身”，受访的多所院校学生表示，很多原版教材是作
为中低年级的本科基础专业教材进入课堂，例如曼
昆所著的《宏观经济学》，虽然其中很多观点和马克
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有区别，但却是很多金融
经济类学子们的“案头必备”，很多高校还把它列进
考研的参考书目。
在大学教授传播学课程的老师告诉记者，自己
寒假备课时也没有听说自己常用的《传播理论导
引》不能用了。该书是人大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的

调查

原版教材数量众多教师授课自主选择
原版教材在高校有多少？
清华 500 门课 北大 30 门课
早在 2001 年，
教育部的 4 号文件明确提出高校
必须开展双语教学，大力提倡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
材。近年的原版教材大规模引进，除学科发展的因
素外，还源自新世纪以来双语教学的官方倡议。一
份 2007 年的数据更彰显教育“国际化接轨”初见成
效：
清华大学开设的 1440 门课程中有 500 门左右的
核心课程采用了国外著名高校的优秀教材作为教学
参考书，
北京大学有30多门课程采用外文原版教材。
而那些发展迅速、
国际通用性强、
可比性强的学科

专业，
像经济学、
信息技术、
心理学等，
可称得上双语教学
的
“先行者”
人民大学出版社的121册
“经济科学译丛”
其
中之一，
也属于
“十一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高校对原版教材如何管理？
教育部备案 教师自主选择
那么延伸出另一问题，
引进如此庞大的系列教材
又是如何管理？一位人文社科类出版编辑告诉记者，
大学的出版社在引进原版教材时，
还需要一个特殊环
节，
即向教育部备案，
“备案的清单上需要写明书的名
称、
目录、
内容及作者简介等信息，
以便随时查阅。
”

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版大学教材，
用国内编写，
还
是国外原版，
这一教材使用的抉择权是怎样的？记者
询问北京多所高校老师，
有的会倾向于自己院系的老
师有参与编写或翻译的教材，
有的称按照前届教学惯
例延续使用，
并渐渐形成长期习惯。
“据我所知，
我们
学校是没有设教材科，
老师们选用谁的教材，
是中文
还是英文，
任课老师有较大的自主决定权。
”
在大学课堂上，多本教材、多家观点融会贯通，
自编讲义是很多老师的通常做法。受访的社会学系
某年轻老师表示，
“用国内还是国外教材，我们大多
不会拘泥。照本宣科，
现在的学生们也不会买账。
”

学生看法

很多知识用“西方观念”
很难区分
老师口中的“不拘泥教材”，课堂的另一主人公
学生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呢？小刘是金融学
专业的在读研究生，本科时曾经学过高鸿业版的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也因为修读经济类
的课程而慕名购买过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中级
宏观经济学》以及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和多恩布
什的《宏观经济学》。在小刘看来，这些国外的教材

会有些不同的思路。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派系，不
同的作者会在写作的时候根据自己派系的特点强
化某些内容或者简略某些内容，不能简单用西方观
念或意识形态进行区分。
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历史学系的学生都表示
自己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使用过外国原版教材。
“像有一本美国学者科尔顿写的《世界近现代世界

部分高校引进的外版教材
本报讯（记者 安苏）昨晚，北京五中与北京五
中分校联合举办北京市第五中学金帆民乐团二十
周年庆典《青春国乐》专场音乐会，为观众奉上了一
场精彩的民乐盛宴。
从曾经在悉尼歌剧院演出过的《春节序曲》到
五中金帆民乐团的经典曲目《渔舟凯歌》，从流行音
乐与传统音乐完美结合的《菊花台》到曾在美国纽
约卡内基音乐厅上演过的《古槐寻根》，金帆音乐团
的表演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由美国学
者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合著，同时也是国
内新闻院系的经典原版教材之一。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高校使用的双语教
材主要有国外原版教材、自编教材和翻译教材三
种。其来源主要有二：一是通过版权引进由国内出
版社出版，另一种方式是直接从国外进口教材。购
买的教材每本在几百甚至上千元，一般的师生难以
承受这样的高昂价格。
购买版权的周期较长，还需承担高额的版权费
用，出版社单方面也困难重重。因此引进海外版
权，由国内影印出版或翻译改编，是这些年比较流
行的方式之一。
“影印版的教材，清华、人大、北大出
版社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等都曾出过，有些学科还
不止引进一个系列。然后国内各高校共用一套教
材增加印量，
分担成本嘛。”
该人士称。

社会学：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
吉登斯：
《社会学》（第 5 版）
波普诺：
《社会学》
（第 11 版）
政治学类：
安德鲁·海伍德：
《全球政治学》
迈克尔·G·罗斯金：
《政治科学》
（第 12 版）

经济学类：

理查德·T。弗罗恩：
《宏观经济学：
理论与政策》

史》，大二时我们是非常认真地看完了这本影印教
材。就历史学科而言，国内和国外有很多视野不同
的地方，
历史分期以及评价角度也有所不同。”
另一位社会学的同学则表示，像他所在的社会
学倘若要拒绝“西方原版”教材，不太现实。
“这个学
科本身是舶来品，从根子上都是人家的理论框架，
是绕不过去的。
” 本组文/本报记者 刘旭 董鑫

内存

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
《经济思想史》
（第 8 版）
曼昆：
《经济学基础》
曼昆：
《经济学原理》

新闻学类：

梅尔文·孟彻：
新闻报道与写作（影印版）
（第 9 版）
菲利普·帕特森：
《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第 4
版）》
詹姆斯·A·布朗：
《广播电视管理》
（第 3 版）

1月29日，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讲话，
次日新华社电文
“《意见》
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特别是加
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
的使用管理，
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
我们的课堂”
。2月2日的《中国教育报》全文刊登袁贵
仁的会议讲话内容，
针对高校教材问题，
文章说
“进一
步加强教材建设”
“
、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
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
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教材体系，
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