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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昕璐

本报北京专电 对在国内高

校就读的学生来说，能在读书期

间去海外一流大学交流学习和深

造是一段令人称羡又难忘的经

历，由于比例的限制，往往只有少

部分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复旦大

学率先提出，到2020年，所有在校

生学制内都将有海外游学学习的

机会。这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

委员、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

在昨天的“ 立良法 促改革 惠民

生———上海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

与网民交流活动”中披露的消息。

走特色的通识教育之路
教育界一直在强调教育综

合改革，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

目前我们国内的高校与国外的

名校相比似乎在综合实力上存

在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对于优质

生源的吸引力来说不及国外的

名校。那么，国内的高校还应该

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朱之文在回应这一问题时首

先指出，许多青年学生到国外留

学深造，其中有多种原因，要用发

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但作

为国内高校来说，要做的就是不

断地深化教育教学的改革，切实

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综合

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

朱之文认为，当前比较重要的

是抓住几个方面的事情。大力加强

通识教育首当其冲。“ 改变过去专

业过细、教育面过窄、应试教育比

较突出的问题，也是为了拓宽学生

的知识基础，培养人文情怀和科学

基础，提升学生的品德、能力和智

慧，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要

求。我想，我们要在总结办学经验

和借鉴国外高校通识教育的基础

上，根植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立

足当前的实际积极探索，走出一条

有自己特色的通识教育的路子。”

两个课堂培养创新精神
高校应该注重克服教学内容

陈旧的现象也是其一。“ 我们要

让教学内容及时反映最新的科学

研究成果，体现时代发展和进步

的要求，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求知欲。另一方面要注重改变

教学方法单一的现象。”朱之文

指出，以前比较多的是课堂灌输

式的教育，今后应该采用讨论式、

启发式、参与式的方法，更多采用

小班化的教学，加强教学的互动。

据介绍，复旦大学目前规模

在30人以下的本科课程已经占到

58%，这在高校是比较高的比例，

对此，复旦仍将继续加强，并注重

应用现代技术手段。

在“ 两个课堂”的互动融合

方面，也必须有所动刀。“ 以前我

们比较注重课堂教学，第一课堂

和第二课堂衔接性比较差，事实

上，我们应该把两个课堂有机地

结合，鼓励学生在搞好课程学习

的同时更多参与科技创新、学生

社团、志愿者活动各个方面，积极

发挥学院和导师在学生成长当中

的作用。”

复旦学生以后都有游学机会
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已经成

为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战略。朱之

文说，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

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扩大开放，

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具备通

晓多元文化背景，能够参与国际竞

争，具备与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的

能力。因此，一方面要吸引海外的

学生来华留学，让中外学生能够在

同一个校园里有更多的交流和学

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创造更多的

机会让学生赴海外学习，学习海外

文化，提升国际竞争力。

“ 我们提出到2020年所有在

学校学习的本科学生都有海外游

学学习的机会，今年，复旦本科生

的这个比例接近50%。”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昕璐

本报北京专电 3月1 日全国

政协委员一抵京就抬头看天，3月

2日在沪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赴京途中热议“ 作为呼吸共同体，

谁也无法回避空气”⋯⋯有人说，

这是加快环境整治的节奏。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

长张全昨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

出，高度认知、自觉行动，加上严

格执法，环境肯定会好的。同时，

他透露，上海人大将修订《 上海市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拟进一

步提高对烟花爆竹燃放的约束力

和强制力。

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将受道德法律双约束

两会期间里，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总显得很

忙。有的问题来自同团的全国人

大代表、有的来自媒体，还有许多

来自朋友圈子、网络上的各种评

论，问题尖锐，甚至还有并不客气

的指责，但张全看来，不必回避与

闪躲，反而必须正视！

去年，上海空气质量指数优

良率近8成，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1 6%，对于环保问题的改善，

张全也始 终 有 着 清 醒 的 头 脑 ，

“ 有所改善了，但还是很脆弱的，

并不稳定而且会反复，我们需要

天帮忙，人更要努力。”张全指

出，从一段时间来看，扣除气象的

影响因素，空气质量如果趋差，那

一定就是人为问题。

话锋一转，张全说：“ 我很想

感谢媒体与市民，是大家共同的

努力，使得大年初一我们的‘ 空

气宝宝’笑了一整天，今年除夕

烟花爆竹燃放对空气质量影响程

度创历史最低，这是既保护自身

又保护大家的做法。”

“ 羊年除夕，烟花爆竹燃放

对全市空气质量影响明显减轻。

年初一时全市平均PM2.5小时浓

度最高仅为67微克/立方米（ 实时

空气质量指数为90，良）。可以

说，今年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对本

市空气质量的影响，比去年少了6

成，比前年少了8成多。”张全对

于那些数据记忆犹新。

张全指出，从理念重视到自

觉行动，社会就有很大进步。从这

个层面看，自觉作为“ 禁燃”的一

分子要比治理污染工厂更有意

义，因为，这完全是全社会市民从

自觉认识上升到了自觉行动。

“ 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行动

都是极其珍贵的。”张全同时透

露，下一步，《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将提请上海人大进

行修订，以进一步提高对烟花爆

竹燃放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或在

时间和空间上进一步收严，烟花

爆竹的燃放行为将受到道德和法

律的双重约束。

5万余辆黄标车
今年末全部淘汰

本市制定的《 上海市清洁空

气行动计 划 》（ 201 3-201 7）提

出，到201 7年，重污染天气大幅

减少，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细颗粒

物（ PM2.5）年均浓度比201 2年下

降20%左右。

张全说，降幅20%的目标是经

过科学论证的，相对于其他污染物

来说，PM2.5的监测体系是最及时、

透明度最高的，但空气质量的达标

根本还是结构调整和治理相结合，

单靠“ 治”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像过电影一样过着脑海中的

“ 清单”，张全告诉青年报记者，

去年申城淘汰了1 7.2万辆黄标

车，今年还剩5万多辆，再加上一

些其他老旧车辆，都将在今年年

末全部淘汰。此外，还有1 800多

台中小锅炉要消除。由于今年上

海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量仍然比较

大，扬尘管控将继续加大马力。特

别是郊区，还有很大的减排空间。

“ 空气是流动的，只有长三角的

联防联控，推向深入，才能管

好。”张全说道。

高校如何提高优秀生源吸引力？
人大代表：根植优秀传统文化走特色教育之路

有环保学科背景的全国人大

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办主任陈

振楼指出，除了蓝天，老百姓也期

待有“ 碧水”，此次大会，他将聚焦

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问题。

“ 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大

气污染，但事实上，水污染的问题

根本来不得半点掉以轻心。”陈

振楼说，现在依然有很多工业污

水、生活污水都直接排入水域中，

而长江流域的水源地通常都是开

放式，比如上海的青草沙水源，供

应了上海1000万人的饮水保障，

青草沙水源地的水也整个来自于

长江。“ 如果没有干净的水喝的

话，我认为问题会更突出。”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

局局长张全恰是上海代表团有

关水污染防治专题的召集人。他

说，推动区域水污染防治协作，

关键在于破解流域水污染防治

相关体制机制瓶颈，重点在于立

法先行。这次调研的一部分内容

将转化为议案，包括水污染防治

法的修改，以及代表准备酝酿提

出的《 长江法》议案。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新娱乐

传媒有限公司首席主持人曹可

凡则一直担忧土壤污染，“ 高尔

夫球场的大规模建造对土地的

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刻，

有关部门应该予以彻查一番，并

重视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昕璐 北京专电

除了空气，水土污染也当警醒！

全国人大代表、市环保局局长张全：

烟花爆竹燃放或进一步收严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昕璐

本报北京专电 昨天下午四

点半，殷一璀、姚海同、林荫茂、

刘卫国、朱之文、沈志刚、周振波

等7位上海团代表做客东方网全

国两会直播间，围绕“ 立良法、促

改革、惠民生”主题与网民在线

交流互动。访谈中，全国人大代

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

组书记殷一璀透露了今年上海

人大工作的关键词：立法为重、

监督为实、代表工作更活。

殷一璀说，今年的人大立法

方向和民生密切相关，比如急救

医疗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问

题，还有供用电、绿化、烟花爆竹

等，都是今年的立法内容。

“ 每个普通市民都有机会参

与立法过程。”她说，每部法规草案

都在媒体上公布，市民都可以参与

发表意见；如果对某部法有研究，市

民可以报名参加立法听证会，还可

以报名旁听常委会会议的审议。

说到监督为实，殷一璀表

示，今年人大将会更多地关注监

督工作流程，更多地关注监督项

目的跟踪，“ 社会有所呼、我们应

该有所应。”

她还表示，今年上海市人代

会上通过了“ 一办法两规定”，

进一步对于代表的履职给予了

规范和服务保障，今年要很好地

落实“ 一办法两规定”，让代表

们的履职更有活力、更有深度、

更广泛。

“ 立法为重、监督为实、代表工作更活”
上海代表团与网民在线交流互动

高校教育要形成有特色的通识教育。 青年报资料图 吴剀 摄

代表委员热议环境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