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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终身学习在线”“微课堂”“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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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4 月 24 日上午，福建电大召开省
级教学成果表彰座谈会，对 2014 年获得省级教
育教学成果奖的三个项目团队进行了表彰。

福建电大副校长吴国荣等同志完成的“构建
国家级终身教育示范平台，引领学习型社会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获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
等奖；李正光等同志完成的“福建电大‘微课堂’
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项目获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二等奖；李正光、何绵山等同志完成的“《闽

文化概论》一体化教材”项目获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会议并就获奖项目建设经验进
行了交流座谈。福建电大党委书记马国防、校长
陈兴炎出席了会议，并向项目团队代表颁发了
获奖证书、奖金。

究竟是怎样特色的项目如此受青睐、获此殊
荣？福建电大近年来在探索终身教育、全民学习
和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开放大学方面做了哪些努
力？小编带你一探究竟——

福建终身学习在线：
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示范平台

“目前，‘福建终身学习在线’平台
已成为社区教育网络技术最强、培训
项目最多、拥有 10 万学时数字化学习
资源的网站；已成为我省终身教育的
主体支撑平台；已成为全国终身教育
领 域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示 范 平 台 ；四 年
来，累计培训超过 100 万人，上网学习
人次达到 1.3 亿。”在座谈会上，福建
电大副校长、项目负责人吴国荣自豪
地介绍平台的成果。

吴国荣表示，2011 年，福建电大以
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了为全省社会
成员终身学习服务的“福建终身学习
在线”平台，并在教学实践中，开展了

“学分银行”和“课程超市”的试点工
作。学生在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完成
的学历教育课程、岗位技能证、职业
资格证，以及在工作中取得的相关学
习成果，可以按照规则进行认证，“兑
换”成课程学分，通过零存整取、累积
学 分 ，申 请 获 取 对 应 的 课 程 结 业 证
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学历
证书。

福建电大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构
建终身教育平台，促进学历教育、非
学历继续教育对接，对“互联网+”时
代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重大意义，
项目团队今后将再接再厉，将平台做
大做强。

微课堂：
是一种教学理念的变革

“信息的微型化是目前社会的趋
势，但微课堂的‘微’，并不是对教学

时间的机械压缩，而是一种教学理念
的变革。”福建电大教学管理处处长
李正光在分享“福建电大‘微课堂’教
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教育教学成果
获奖的心得体会时，认为申报项目应
当契合电大的优势，凸显信息技术特
色，要通过提前规划和长期培育积淀
来造就有价值的成果。

根据应用思路以及适用前景等特
点，福建电大“微课堂”教学模式远程
教学的改革创新，可概括为“一主三
微两优”：“一主”是指专注于以课程
为中心的微型教学资源开发与学习
模式的应用；“三微”是指基于教学内
容、教学设计的“微化资源模块、微化
教学传播、微化测练考评”；“两优”则
是综合考虑用户、平台、资源、数据、
反馈互动等相关系统配合效果的“优
化反馈互动，优化平台应用”。

闽文化：
正成为福建人的精神家园

谈到《闽文化概论》一体化教材的
获 奖 感 受 ，项 目 代 表 何 绵 山 教 授 表
示，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离不开学
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教务、科研、技术
等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也得益于一
支精悍、懂行的团队，大家齐心协力，
精心策划，并结合了近 20 年不断积淀
与完善的教学内容，才有了今天的成
就。

“另外，没想到闽文化的社会影响
这么深远。”说到这，何绵山教授感慨
万千。“一方面，开设《闽文化概论》课
程，引发中央电大分析了各省电大系
统与综合性高校的区别，倡导要强化
地域文化教学的定位，要求全国各省

电大系统都要开设地域文化课。另一
方面，没想到的是闽文化触动了二十
多家报刊媒体人及台湾同胞、福建华
人华侨的关注或评论。第三，没想到
的是《闽文化概论》已陆续促成了数
项涉台、涉侨等国家级课题的中标。
如今，闽文化课程正成为福建人的精
神家园。”

校领导：
意义重大，再接再厉

马国防向获奖团队表示祝贺。他
说，三个项目获奖填补了福建电大在
省级教学成果奖方面的空白，有重大
历史意义，表明福建电大在全省高校
竞争性项目中有了一席之地。他希望
全省电大系统教职工要向三个获奖
团队学习，学习他们严谨务实的科学
态度，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勇攀高
峰的进取精神。他强调，要将学习获
奖团队精神落实到推进全省电大系
统转型升级、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开放
大学的工作中去。

陈兴炎指出，三个获奖团队教师
经过探索、总结教育教学规律，形成
了具有独特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教
育教学模式，既是团队教师坚持不懈
进行教学研究的成果，也是学校 36 年
办学积淀结出的标志性硕果，获得荣
誉是实至名归，值得点赞。陈兴炎希
望获奖团队再接再厉、再立新功，并
要求全校教职工向获奖团队学习，围
绕学校发展，不断开拓创新，讲协作、
作贡献，在全省高校竞争性办学项目
中取得更多出彩的成绩。

本报记者 付丽宁/文 颜云燕/图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张以华）4 月
24 日下午，福建电大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夏
良玉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学校六届一
次教代会暨工代会提案办理工作。

会议通报了六届一次教代会暨工代会提案
征集、审理情况和办理分解情况，并对提案办
理工作的具体要求作了说明。

夏良玉强调，要加强与提案人之间的沟通，
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慎重、及时高效地做好
提案的处理和答复工作，维护好教职工的合法权
益，促进校园和谐，确保福建开放大学建设顺利
进行。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许勇）4 月 22
日下午，福建电大党委书记马国防一行赴厦门
广播电视大学（厦门城市职业学院）访问。厦门
电大党委书记蒋先立，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
长唐宁，副校长温国庆接待马国防一行。

座谈会上，厦门电大希望福建电大能够在
政策辐射、师资力量、合作办学和教学资源共
享等方面给予厦门电大支持帮助。福建电大希
望两校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讨推动电大办学
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思路与举措。福建电大支持
两校在政策和资源方面的共享，进一步加强招
生办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马国防赴厦门电大交流访问

马国防赴泉州地区电大调研

本报讯（记者付丽宁通讯员裴常山）4月21
日，福建电大校长陈兴炎赴莆田地区电大调研。

当天上午，陈兴炎实地察看莆田分校办学条
件，看望了教职工，并与莆田电大教职工座谈。他充
分肯定了莆田分校招生办学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介绍了近期省电大工作情况和拓展办学自主权取
得的进展，并对莆田分校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
意见和要求。对于莆田分校提出需要解决的具体
问题，省电大将积极给予帮助和支持。

下午，陈兴炎到仙游电大调研。仙游县教育
局领导和电大负责人汇报了招生办学等情况，
陈兴炎要求电大工作人员克服困难，增强发展
信心和责任意识，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努
力做好招生办学等各项工作。

教代会提案办理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许勇） 4月 21
日至 22 日，福建电大党委书记马国防先后到泉
州市电大分校、永春县和德化县电大工作站、
南安学院调研。

马国防一行深入了解泉州市县电大在新的
一年里推进招生办学和改革发展的思路和措
施，听取基层电大对电大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和建议。对泉州市县两级电大今年春季招生办
学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下一步推进招生办学
工作的思路马国防表示肯定。他希望泉州地区
电大进一步拓展思路，抢抓机遇，破解难题，培
育新的招生增长点。

调研中，马国防分别与永春县教育工会主
席洪振安，德化县教育局局长黄文和、副局长
林丽芳进行会谈，希望两县教育局支持当地电
大的办学、建设和发展。在与南安市教育局副
局长梁赐生进行会谈中，他感谢南安市委市政
府和市教育局对电大教育的支持，希望南安市
教育局继续支持南安电大教育的改革发展。

陈兴炎赴莆田地区电大调研

要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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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hoose the best answer A, B or C to complete each sen-
tence. (20 points, 1 point each)

1. My name Jack Brown. I here to see your personnel
director.

A. is…am B. are…am C. is…is
2. He goes shopping on Thursdays for three hours.
A. the B. / C. a
3. — Hello. I’m Philip. Nice to meet you.
—
A. Nice to meet you, too. I’m Helen.
B. I’m nice, too.
C. Fine, thank you.
4. Her son looks .
A. health B. serious C. illness
5. When in the morning？
A. you often get up
B. do you often get up
C. do often you get up
6.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days in a year.
A. three hundreds and sixty-five
B. three hundred sixty-five
C.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7. He works an accountant in his company.
A. to be B. be C. as
8. May is the month of the year.
A. five B. fifth C. fiveth
9. Today is their wedding anniversary.
A. fifty B. fiftyth C. fiftieth
10. Where are the boys？ They basketball in the playground at

present.
A. don’t play B. not play C. are not playing
11. He is happy because he the work in a few days.
A. finishes B. will finish C. finished
12. How many people singing in that room？
A. there are B. are there C. there
13. You will fly to Beijing tomorrow, you？
A. don’t B. aren’t C. won’t
14. I am looking forward you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A. to meet B. to meeting C. meeting
15. I wish I as good as you.
A. must be B. will be C. could be
16. She spends most of her time _____ housework every day.
A. to do B. doing C. do

一、关于考试内容

1. 本学期所学的新词汇（包括词和词组）约有 500 左右，分列在《劳动关系基础英
语》每个单元（Unit）后的词汇表中以及附录的词汇总表中，这些词汇是必须掌握的。

2. 本课程考核的重点内容就是《劳动关系基础英语》每个单元开始处列出的学习
目标，而且这些学习目标都总结、归纳在每单元的学后小结（Review）中，可以以此为
线索进行期末总复习。

二、关于复习方法

1. 充分认识到复习的意义之所在。复习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死记硬背，而是对
所学知识的进一步深化理解、整理和巩固，从而达到熟能生巧、学为己用的目的。

2. 根据本学期的学习内容和个人安排，定出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对所学内容进
行系统的复习和总结。

3. 教材中附录部分提供了译文，大家可以通过参考译文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为
阅读理解部分打好基础。另外，通过对照着译文来读英文课文，也可以体会中英文在
表达上的差异，为翻译部分做好准备。

4. 浏览形成性考核册中的三次作业，对其中做错的部分进行针对性的复习。
5. 最后做本指导中的模拟试题，这些习题涵盖全书内容，内容与正式考题相仿，

建议同学们按照正式考试的要求，在 90分钟内独立完成，从而达到考前练兵的效果。

三、关于课程终结考试

内容包括大纲规定掌握的基本语言知识和技能。形式为开卷，笔答。考试时间
为 90分钟。终结考试满分为 100 分，由国家开放大学统一命题，在同一时间全国统
考。试卷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词汇、功能与结构的选择题，20 分；第二部分
为术语翻译，20分；第三部分为阅读理解，20分；第四部分为翻译，40分。

本课程终结考试根据教材所涵盖的语法项目、交际功能和词汇以及与教材难度
相当的语言材料命题，涉及教材的内容不少于 60%。（试题结构见右侧表格）

每个题型的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部分：选择正确的答案完成句子或小对话。一共有 20 个小题，每道题有 A、

B、C 三个选项，选出正确的答案。该部分题型主要考查同学们的词汇、功能与结构知
识，同学们在单元学习过程中要注意生词（包括词组）的用法，以及 Review 部分中罗
列的功能/语法，并结合例句进行理解和掌握。

第二部分：术语翻译。该部分一共有 20 个英文专业术语，要求同学们翻译成汉
语，用以检测同学们对基本专业术语的掌握情况。该部分题目的选题全部来自课内
Special Term 部分，建议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务必熟悉这些专业术语的中英文意思、
英文术语的正确拼写。

第三部分：阅读理解。该部分一共有 2 篇短文，每篇后有 5 个选择题，要求学生阅
读短文后选出最佳答案。这部分题目主要检查学生是否能理解短文的中心大意，是
否掌握短文的细节内容。两篇短文均选自课内。同学们要注重每一单元中短文内容
的理解，不仅要掌握其中出现的单词、词组、语法功能和结构，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充分
理解短文中每一细节的内容。

第四部分：翻译。该部分一共有 10 个句子，其中 5 个句子的汉译英，5 个句子的英
译汉。这些句子大部分选材自每一单元的对话、短文和课后练习。翻译主要涉及课
内要求掌握的句型、结构，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要重点根据每一单元的学后小结

（Review）部分进行知识点的梳理；另外，教材的附录部分提供了译文，在短文学习的
基础上，同学们可以对照着译文来加深短文的理解，体会中英文在表达上的差异，为
翻译部分做好准备。

“劳动关系基础英语”课程是为国家开放大学与福建
广播电视大学共建共享专业开设的公共英语课程，供劳
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方向）专科专业学生选择学习。

本课程旨在通过学习生活中的日常对话和阅读有关
劳动关系的英语短文，使学员能够掌握一些英语语言知
识，能进行简单的英语口语交流及具备一定的英语阅读

理解能力，为今后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考核采取两种形式：形成性考核和课程终

结考试。课程总成绩为百分制，形成性考核占 30%，课程
终结考试占 70%。

下面分三部分对期末复习和课程终结考试（即期末
考试）进行说明，供大家参考。

部分 内容 题型 题量 分值 各部分

总分值

I

词汇、功能 单句或 选择 20 20 20

与结构 简短对话

II

术语翻译 术语 汉译英 20 20 20

III

阅读理解 2篇短文 选择题 10 20 20

IV

翻译 单句 翻译句子 10（英译汉 5题，

（英译汉和汉译英） 汉译英 5题） 40 40

总计 60 100 100

试题结构

（下转第3版）

《劳动关系基础英语》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开卷）
■ 外文系 陈晴

学海学海导航导航 《劳动关系基础英语》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复习指南
■ 外文系 陈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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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基础英语》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模拟试题（开卷）
■ 外文系 陈晴

17. Before we could stop him, he on
to a vegetable plot（菜地）.

A. rushed B. had rushed C. has rushed
18. —Hi, how’s everything going？
— Not too bad. And you？ .
A. Hadn’t seen you around lately.
B. Haven’t seen you around lately.
C. Didn’t see you around lately.
19. Even after the presentation, I am confused

the situation of the company.
A. at B. about C. in
20. important for the young employee

the team.
A. This is…join
B. That is… joining
C. It is…to join

II.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pecial terms
into English. (20 points, 2 points each)

21. 劳工问题
22. 工资报酬权
23. 产业理论
24. 晋升机会
25. 集体合同
26. 绩效工资
27. 技术变革
28. 生产资料
29. 养老保险
30. 增加收益
31. 付费时间
32. 机关事业单位
33. 社会公平原则
34. 边远地区
35. 交通补贴
36. 职工合法权益
37. 职工福利计划
38. 分配形式
39. 国民收入
40. 家庭人均收入
III. Read the passages carefully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s. (20 points, 2 points
each)

Passage 1

Labour Union
Mary works as a secretary in the Labour

Union of a company. She is a very kind and amia-
ble person,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 Probably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boss changed her posi-
tion from the Sales Department to the Labour
Union. She loves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helping
them with their difficulties.

Her daily work includes the registration of
new members, helping the employees with their
problems like industri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and insurance. In addition, she organizes activities
like sports competitions, dancing parties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ff relaxed. Last month, she ar-
ranged a bonfire party on the beach. Many union
members joined the party. Some of them had
drinks while the others danced around the fire
with joyous laughter. All of them had a good time.

4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Mary？

A. She worked in the Sales Department be-
fore.

B. She is a secretary.
C. She looks amiable but doesn’t like to help

others in fact.
42. Which is NOT included in her daily

work？
A. Organizing sports activities.

B. Helping other employees with their sales.
C. The registration of new members.
43. The Labour Union helps employees with

their problems, such as
A. industri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and pro-

motion.
B. industrial injuries, promotion and insur-

ance.
C. industri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and insur-

ance.
44. She organized and held a bonfire party

last month.
A. in the company
B. on the beach
C. in the park
45. Mary’s work doesn’t provide for

employees in her company.
A. different positions
B. benefits
C. better life

Passage 2

Overseas Medical Insurance
A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ent at a Canadian

university, Wang Xiaomei is required to have
health insurance. If she doesn’t have any, it will
be quite expensive to go to hospital especially as
she is a foreigner.

Therefore, on the first day when she regis-
tered for courses at the university, Xiaomei was
automatically enroll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Plan. She has to pay $ 50 a
month as the insurance premium. The policy nor-
mally covers doctor visits, prescription drugs, hos-
pital stays and some other essential medical servic-
es such as mental health, regular check-ups and
emergency treatment. However, the coverage
usually excludes dental and vision care.

When Xiaomei goes to hospital, she needs to
present her insurance ID card. Any co-payments
and charges for non-covered medical services
must be paid for each visit. When she has to pay
for visits, she needs to keep her receipts and sub-
mit her claim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She will
eventually receive her reimbursement.

46. A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Canada,
Wang Xiaomei is required to .

A. have health insurance
B. have a medical check-up
C. visit a doctor
47. She enrolled automatically in the Interna-

tional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Plan as soon as .
A. she arrived in Canada
B. she registered for courses
C. she went to the hospital
48. is (are) not included in her medi-

cal insurance.
A. Hospital stays
B. Vision care
C. Emergency treatment
49. Xiaomei should show her when

she goes to the hospital.
A. student card
B. Health Insurance Plan
C. insurance ID card
50. must be kept so that she can re-

ceive her reimbursement from the insurance com-
pany.

A. Prescription
B. Receipt
C. Insurance premium

IV.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or Chinese. (40 points, 4 points each)

51. 这周日为何不与我同去游泳呢？

52.你最好去睡一会儿。

53.现在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54. 你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吗？

55. 他们向秘书询问有关会议的时间。

56. On holidays, she likes to travel or stay at
home with her children.

57. She arranged a bonfire party in the garden
last week.

58. My car broke down yesterday during rush
hours.

59. They were the best among employees in
this IT company.

60. What was worse, many women had to
work 15 hours a day in factories.

参考答案CAN KAO DA AN

I. Choose the best answer A, B or C to
complete each sentence. (20 points, 1 point
each)

1.A 2.B 3.A 4.B 5.B
6.C 7.C 8.B 9.C 10.C
11.B 12.B 13.C 14.B 15.C
16.B 17.B 18.B 19.B 20.C
II.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pecial terms

into English. (20 points, 2 points each)
21. labour problems
22. remuneration rights
23. theory of industry
24. chance of promotion
25. collective contract
26. performance salary
27. technological changes
28. means of production
29. pension insurance
30. increase revenue
31. time of payment
32.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33. principle of social justice
34. emote/outlying areas
35. transportation subsidies
36.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mployees
37. employee benefit plans
38. forms of distribution
39. national income
40. household per capita income
III. Read the passages carefully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s. (20 points, 2 points
each)

41.C 42.B 43.C 44.B 45.A
46.A 47.B 48.B 49.C 50.B
IV.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or Chinese. (40 points, 4 points each)
51. Why don’t you go swimming with me

this Sunday？
52. You’d better get some sleep.
53. There isn’t anyone in the office now.
54. Are you happy with your present work？
55. They asked secretary about the time of

the meeting.
56. 放假时她喜欢去旅行或与孩子们待在家里。

57. 上周她在花园里安排了篝火晚会。

58. 昨天高峰期时我的汽车出故障了。

59. 他们是这家信息技术公司里最好的职员。

60. 更糟糕的是，许多妇女每天得在工厂工作 15
个小时。

（上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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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大观——台湾早期书画专辑(三)》，系
2011 年初由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展的出清
至日据时期台湾书画作品，同时于 2011 年 1 月出
版。共收入 143 位，182 组作品，其中闽籍书画家
22位，作品 28件。现仅将其书法作品陈述如下：

柯辂《行书条幅》，167×39 公分，释文：“松雪
翁早学宋高宗即擅出蓝之誉，逮元贞大德间囗囗
法晋人法度，正书小楷妙得黄庭乐毅兰亭笔意，
皇庆延佑行书。”款文：“淳蓭”。钤印：(白文)柯辂
之印，(朱文)淳蓭。吕世宜《隶书四屏》，162×42
公分×4，释文：“天之奥隅尧所居，可以存身保我
家国。游居石禄门祉安全，受福西归陵饮玉泉。
安上宜官一日九返，升擢超等牧养常山。”款文：

“甲子八月靖轩书屋。囗秀同学，西邨世宜。”钤
印：(白朱文)吕世宜，(白文)吕大。沈葆桢《行书
对联》，132×30 公分×2，释文：“焚柏子香读周
易，滴荷花露写黄庭。”款文：“清如七大兄弟属。
幼丹沈葆桢。”钤印：(白文)沈葆桢字翰字号幼丹，
(朱文)丁未词臣。杨浚《行书小品》，36×26 公
分×2，释文：“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
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多用，作
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
秋风昨夜入庭树，囗丝未老君先去，几时回，刘郎
应白发，桃花开不开。”款文：“录东坡作，玉甫四
兄大人属。雪沧杨浚。”钤印：(朱文)纶阁侍书。
陈宝琛《行书四屏》，150×39 公分×4，释文：“依
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来名之意适
然，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令参天，风鸣娲
皇五十弦。洗耳不须菩萨泉，嘉三二子甚好贤。”
款文：“芝轩姻兄大人属。陈宝琛。”钤印：(白文)
陈 宝 琛 印 ，(朱 文)伯 潜 。 林 绍 年《行 书 对 联》，
128×35 公分×2，释文：“缀响兰深缉言琼，沉思

泉涌华藻云。”款文：“赞如林绍年。”钤印：(白文)
臣 林 绍 年 ，(朱 文)赞 如 。 王 式 文《行 书 条 幅》，
146×39 公分，释文：“词云：名花绰约东风里，占
断韶华都在此。芳心一片可以怜，春色三分愁雨
洗。”款文：“节书应。时丙戌冬月云汀王式文客
东瀛録。”钤印：(白文)臣王式文，(朱文)癸未翰
林。陈衍《行书对联》，133×32 公分×2，释文：

“沧江今夜虹贯月，纤支四卷天无河。”款文：“又
和仁兄正。衍。”钤印：(白文)石遗室。释圆瑛《行
书对联》，132×31 公分×2，释文：“三圣慈悲皆具
足，一心供奉以皈依。”款文：“鼓山圆瑛敬书。”钤
印：(白文)释圆瑛印，(朱文)韬光。郭则澐《行书
中堂》，96×45 公分,释文：“鸣桡轧轧浸溶溶，废
绿平烟吴苑东。水清莲媚两相向，镜里见愁愁更
红。白马金鞍大堤上，西江日夕多风浪。”款文：

“孝愉十三兄雅属，弟郭则澐。”钤印：(白文)郭则
澐印，(朱文)特进光禄。苏松《行书条幅》，169×
43 公分，释文：“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声
来不断，睡味清且熟。昏昏觉还卧，展转无由
足。强起出门行，孤梦犹可续。”款文：“临坡公
书。怀澄先生正。髯孙弟苏松。”钤印：(白文)晋
安苏松之印，(朱文)僧癯别号髯孙。 (白文)宣统
禅位后。

还如 (释文、款文、铃印不复述)：江春霖《行楷
对联》，136×21 公分×2；《行书四屏》，83×24 公
分×4；《楷书对联》，139×34 公分×2。吴钟善

《行书中堂》，137×68 公分。陈培锟《行书四屏》，
136×29 公分×4。谢曦《行书条幅》，246×45 公
分；《草书中堂》，156×76 公分。叶化成《行书小
品》(一)，58×30 公分，《行书小品》(二)，58×30 公
分。黄贻楫、方家澍、张得贵《小品合裱》，123×
57公分。何冠英《隶书八屏》，158×46公分×8。

《台湾早期书画专辑(三)》中的
福建书法作品

■ 福建电大 何绵山

停车位

瑞典沃尔沃总部有两千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总是把车
停在远离办公楼的地方，天天如此。问：“你们的泊位是固定
的吗？”他们答：“我们到的比较早，有时间多走点路。晚到的
同事或许会迟到，需要把车停在离办公楼近的地方。”

——多为别人着想时，路才会走得更远。

借伞

孔子有天外出，天要下雨，可是他没有雨伞，有人建议
说：子夏有，跟子夏借。孔子一听就说：不可以，子夏这个人
比较吝啬，我借的话，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
给我，他肯定要心疼。

——和人交往，要知道别人的短处和长处，不要用别人
的短处来相处和考验，否则就会友谊不长久。

小故事 大经典

本报讯 近日，亚太教育创始人池庆光在福
州为自己将要出版的新书《大论瓶颈》举办新
闻发布会。新书将继续以“突破发展瓶颈、成
就辉煌人生”为主题，预计将在今年八月由经
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论瓶颈》是池庆光继《突破发展瓶颈》、
《庆光论瓶颈》两本书取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后创作的第三部有关于突破发展瓶颈系列丛
书。该书从一个经济学者、一个教育专家、一
个 13 岁孩子父亲的视角，以事件为线索，以案
列为载体，以“突破发展瓶颈、成就辉煌人生”
为主题，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和通俗易懂的语
言阐释了人生规划、企业发展、城市运营、国家
战略等丰富内容。

池庆光介绍，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难免
心生浮躁，都会遇到发展的瓶颈。《大论瓶颈》的
出版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安静的阅读、思考，突
破自身瓶颈，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池庆光新书《大论瓶颈》即将推出

□书讯

1.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
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
变的。

Remember what should be
remembered, and forget what
should be forgotten. Alter
what is changeable, and accept
what is mutable.

2.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
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
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

“You couldn’t see my
tears cause I am in the wa-
ter.”Fish said to water.“But I
could feel your tears cause
you are in my heart.” An-
swered water.

唯美英语

179179““闽闽台台缘缘””

咨讯荟萃

福建电大被确定为教育部职成司团支部定点联系学校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王云） 日前，福建电大收到教育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发来的函
件，函件指出，为了加强职成司团
支部工作，促进青年干部成长，确
定福建电大为该司团支部定点联
系学校。

据悉，教育部职成司兼顾地域
和产业分布、中高职相结合的原
则，在全国确定 19 所学校为定点
联系学校，包括 7 所中职学校和 9
所 高 职 学 校 ，3 所 开 放 大 学 及 电

大。
教育部职成司团支部将与定

点联系学校团委结对子，建立稳定
联系机制，定期开展调研活动，通
过政策宣讲、征求意见、座谈会、实
地考察、文体活动等形式，增进青
年干部交流，了解联系学校的管
理、运行情况，总结典型经验，掌握
并及时反映学校改革发展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更好服务于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

江苏开放大学一行到校考察交流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郑郁文） 4 月 23 日下午，江苏开
放大学副校长张益彬、金丽霞一行
到福建电大考察交流。校长陈兴炎
会见了张益彬一行，对他们的到来
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在开放大学建
设、招生办学等方面传经送宝，携
手共进。

福建电大吴国荣副校长主持
了与江苏开放大学的座谈会，双方
就队伍建设、人才引进、收入分配、
社会合作机制、信息化建设、社会
教育等情况进行了交流。招生办公
室、人事处、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处、
科研处、远程教育中心和继续教育
学院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成都广播电视大学一行到校考察交流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郑郁文） 4 月 23 日上午，成都广播
电视大学校长周继平、副校长刁元
园一行到福建电大考察交流。

福建电大校长陈兴炎、副校
长沈光辉参加了与成都广播电视
大学的座谈会，双方就招生办学、

继续教育、社区教育等情况进行了
交流。党政办公室、社区教育处、继
续教育学院和培训学院等部门负
责人参加了座谈。

下午，成都广播电视大学一
行赴宁德电大开展继续教育调研
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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