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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叶必锋） 12月 4日下午，福建电大党委
书记马国防主持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
会，认真学习革命志士在 65 年前留下
的“狱中八条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八项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有
关要求。

会上，党委副书记夏良玉传达了省
委领导在党风廉政建设调研会上的讲
话精神，随后党委中心组成员和相关
部门负责人围绕“狱中八条意见”与中
央“八项规定”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
并结合学校办学和岗位工作实际畅谈
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狱中八条意
见”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相通、使命
相连，既有厚重的历史意义又充满现
实意义，“狱中八条意见”是一剂清醒
剂，对于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作风建设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大家
表示，要进一步深刻领会“狱中八条”
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严格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抵制“四风”，不断增强
使命感和责任感，持续加强自身的作
风建设，自警自省，防微杜渐，带领教
职工共同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马国防在讲话中指出，在“八项规
定”实施两周年、首个国家宪法日这一
特殊的时刻，组织党委中心组集体学
习“狱中八条意见”的时代内涵，目的
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进一步筑牢党
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作风
建设的思想根基。他就深入学习和践
行“狱中八条意见”时代内涵提出了五
点要求：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全体党员

尤 其 是 领 导 干 部 要
对 党 忠 诚 ，坚 定 信
仰，不断增强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道 路
自 信 、理 论 自 信 、制
度自信。二是加强作
风建设。要密切联系
群众，一切从实际出
发 ，解 放 思 想 ，实 事
求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永不脱离群
众。党员领导干部要
当 好 示 范 ，做 好 表
率，以身作则，抓长、抓常、抓严自身的
作风建设。三是坚持从严治党，严肃组
织纪律。全体党员要增强政治定力，在
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与党同心同德。要按照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从严治党 8
点要求，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四是
加强廉政建设。领导干部和各部门“一
把手”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的长期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认真履行主体责任，
自觉主动、齐抓共管地开展好党风建
设。健全完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切实提升党风廉
政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五是以马上就
办、“钉钉子”的精神，推进学校的转型
升级。面对电大招生办学新形势，领导
干 部 把 好 的 作 风 贯 彻 落 实 到 工 作 中
去，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担当，主动、积
极、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委的各项决
定，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以马上就办、

“钉钉子”的精神，攻艰克难，不断提升

电大系统办学的竞争力、办学综合实
力 ，推 动 学 校 事 业 科 学 发 展 跨 越 发
展。

在校党委委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参加了学习会。

相关链接》》》

“狱中八条”是什么？
“狱中八条”是 65 年前（1949 年）被

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两百多位
革命志士凝聚心血而成的，是他们留
给未来执政党最后的嘱托，也是历史
最好的教科书。

内容包括：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 、不 要 理 想 主 义 ，对 上 级 也 不 要 迷
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
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
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
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福建电大党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
学习革命志士“狱中八条”，大家认为“狱中八条”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相通、使命相连

图为学习场景。颜云燕/图

本报讯（本报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游桂） 12 月 2 日
下午，福建电大召开 2015 年春季开放教育招生工作专
题会议，研究招收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教育工作。校党委
书记马国防，党委副书记夏良玉，各分校校长，及省校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夏良玉主持会议。

马国防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电大招生办学面临的形
势和挑战，对招生工作进行了部署。他指出，各部门、全
省电大系统要充分认识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教育的重要
意义，切实做好退役士兵的服务工作，为提升退役士兵
的职业素质多做贡献；要全面动员，迅速行动，明确责
任，坚持招生工作“一把手”工程，总结经验，转变思维，
探索招生新模式，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工作落实；要
加强领导，统筹协调，营造氛围，加大宣传电大系统的优
势和政策的优惠性。

又讯（本报记者综合） 在省电大召开 2015 年春季开
放教育招生工作专题会议后，各基层电大紧锣密鼓积极
行动起来，召开专题会议，学习相关文件和政策，部署招
生工作。

福州电大：福州电大常务副校长金昌余要求全体动
员，齐心协力，全力以赴；设专人督导，配合省电大督导
员做好招生工作；派专人到所在地民政局跟踪落实；加

强宣传，增强电大教育的吸引力。
漳州电大：许友明校长指出，各县级电大要集思广

益，认真总结招生工作好的经验和做法；要主动作为，积
极争取生源市场，争取地方政府对电大招生办学的支
持；要全面动员、迅速行动，深入当地民政部门、武装部
门驻点宣传、引导招生，切实有效完成今年的招生任务。

泉州电大：杨永清校长强调，要广泛宣传电大特色
的专业；要采取人盯人的方式，分校、工作站（学院）都应
派专人，加强与民政局的沟通联系；要把退役士兵招生
工作放在首位，作为近期招生工作项目的重中之重。

三明电大：耿鸣校长通过 QQ、视频等方式将省电大
2015 年春季开放教育招生工作专题会议精神传达到各
县站，要求各处室与各县站要切实做好退役士兵参加学
习的服务工作；要积极主动与各地民政部门安置办联
系，了解返乡退役士兵信息，加大宣传电大系统办学的
优势；要全员动员，做好退役士兵的招生工作。

莆田电大：陈仁川校长要求，从各处室抽调人员组
成学校招生工作小组，进行统一培训后，12 月 8 日起分
赴有关县区民政局和人武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招
生工作，确保退役士兵春季招生工作顺利有效开展。

南平电大：邹义榕校长结合南平实际，从组织领导、
具体实施、人员调配等方面对退役士兵专项招生工作和

全市电大 2015 年春季招生工作做了全面部署。会议强
调全市电大要将退役士兵专项招生工作作为“一把手”
工程，站长要亲自抓，靠前联络指挥，并指派专人负责，
确保抓好抓实。

龙岩电大：邓思平校长要求，要认识到位，充分把握
和应用好上级相关政策信息，切实做好退役士兵职业教
育工作；要发挥优势，主动与当地民政、武装部门打好关
系，努力使退役士兵的生源成为电大招生的新增长点；
要攻坚克难，及时掌握当地退役士兵有关信息。

宁德电大：叶祖庚书记强调，各教学点负责人要亲
自抓好退役士兵职业教育专项招生工作，作为 2015 年
春季招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组织专门力量，扎实开展招
生工作，做到每个退役士兵都要积极动员过，并做好报
名的服务工作。明确分校和各院站招生责任及分工。

永安电大：钟育炎校长亲自带领分管副校长及招生
办主任到永安市民政局了解退役军人具体情况，取得了
民政局的大力支持，民政局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退役士
兵继续教育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并同意学校派驻专人驻
点招生。

邵武分校：邵武分校采取四项措施贯彻落实退役士
兵招生工作会议精神。一是全面部署动员，二是领导亲
自行动，三是发挥特有优势，四是靠前做好服务。

本报讯（本报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叶
必锋）日 前 ，福 建 电 大 正 式 下 文 公 布 了
2013-2014 学 年 度 处 、科 级 干 部 考 核 结
果，马成斌、陈林青、吴国、王家钧、薛峰、陈
精珠、吴金聪、雷乃旺、黎安国、徐敏等 10 位
处级干部以及蔡颖华等 43 人被确定为优秀
等次。

处级干部学年度考核工作在学校年度
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主要考核
干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包括德才表
现和工作绩效两个测评指标。考核主要通
过个人述职、民主测评、综合分析评价、校
内公示、党委研究等程序开展。为更加客
观、准确地反映处级干部年度综合表现情
况，在民主测评环节，学校党委坚持定量和
定性相结合，分别在校领导、干部所在部门
和中层干部中对每一位处级干部进行测
评，并赋予各部分测评不同的权重，汇总形
成处级干部民主测评结果，作为评定考核
结果的重要参考之一。在研究评定考核结
果的过程中，党委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
的原则，在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
确定年度考核优秀等次的处级干部。

处、科级干部年度考核结果揭晓

本报讯（本报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陈精
珠）12 月 2 日至 3 日，国家开放大学考试改
革和考风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家开
放大学校长杨志坚，副校长严冰、李林曙出
席会议。福建电大副校长陈展虹带领考试
中心负责人参加会议。

杨志坚就如何进一步明确国家开放大
学的办学定位和理清工作思路发表讲话。
严冰对考试工作提出六点要求。

陈展虹在分组讨论会上发言，他认为考
试改革势在必行，国家开放大学要适当下
放考试权，分散社会对电大考试的关注度，
减少地方电大的组考压力，压缩考试时间，
真正解决成人学生的工学矛盾，他的发言
得到参会代表的一致认同。

国开考试改革和考风建设研讨会召开
陈展虹副校长参加

2015年春季开放教育招生工作专题会议召开
研究部署招收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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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 例 选 择 题

某公司由于经营不善，按照破产法进入重整期间，依法进行经济性裁员，老李和
老周均在被裁之列，老李为公司司机，解除劳动合同前 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 1800元，
而老周为公司总工程师，解除劳动合同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为 8200 元，当地当年社
会平均工资为 2200元。老周和老李均在公司工作了 20年，现二人均因经济性裁员而
被解除劳动合同。

请仔细阅读本案例，回答1-3题：

1、依据劳动合同法，老李应该从公司获得经济补偿金多少元？（ ）
A.36000 B.44000 C.79200 D.98400
2、依据劳动合同法，老周应该从公司获得经济补偿金多少元？（ ）
A.36000 B.44000 C.79200 D.98400
3、假如有合同制工人小赵在该公司工作了 5 个月（劳动合同签订三年，月平均工

资定为 1800元），小赵应该从公司获得经济补偿金多少元？（ ）
A.900 B.1800 C.2200 D.3600

二、案 例 分 析 题

2005 年 6 月，19 岁的李某从东北农村来到北京，经亲戚介绍到一家印刷厂当了一
名印刷工。2007 年 8 月，已有两年多工作经验的李某，在工作中不慎将左手卷进机
器，虽经医院紧急抢救，仍没有保留住李某的左手。在医院治疗期间，劳动社会保障
部门认定了李某的工伤。2008 年 3 月李某治疗终结后，被工伤鉴定机构确定为工伤
致残四级。身为农民工的李某失去了劳动能力，给其今后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在
其家人的陪同下，他向印刷厂提出按国家规定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异地安家费、
并按社会平均寿命 70岁计算，一次性支付他抚恤金 58万元。

请仔细阅读本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1）李某的要求是否有法律依据？

（2）根据法律规定，李某应享受什么样的工伤致残待遇？

案例题 参考答案

一、
1、A。按照工作年限，每工作 1 年补助 1 个月的工资（解除劳动合同前 12 个月的

平均工资），即：1800×20=36000（元）
2、C。因老周属于高工资人群，只能按照当地当年社会平均工资的 3 倍标准发

放，且只能发放一年 12个月，即：2200×3×12=79200（元）
3、C。小赵工作不满半年，按照半年计算，以劳动合同所订平均工资发放经济补

偿金，即：1800×0.5=900（元）
二、

（1）
答：第一，李某的要求中部分是有法律依据的。
第二，李某要求印刷厂一次性支付伤残补助金是有法律依据的。
第三，李某要求支付安家费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第四，李某要求一次性支付 58万抚恤金是无法律依据的。

（2）
答：第一，因工负伤被鉴定为四级，应退出生产岗位，终止劳动关系。发给工伤伤

残抚恤金证件。
第二，按月发给伤残补助金，李某为四级工伤，抚恤金标准为本人工资的 75%。
第三，发放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李某为四级工伤，可得到 21 个月工资的伤残补助

金。
第四，患病按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对其中由个人负担的部分有困难时，可以

由工伤保险基金酌情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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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协调案例分析》复习指导
■ 公共事业与教育系 汪继红

《劳动关系协调案例分析》是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与国家开放
大学共享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方向）（专科）专业的
主干必修课程。本课程 3学分，共 54学时。

《劳动关系协调案例分析》课程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与期末
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 30％；终结性

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 70％。期末考试为开卷考试，设置案例选
择题和案例分析题两类题型。形成性考核由 3 次平时作业构
成，形成性考核采取与期末考试相同的题型和题量。

为帮助学员们更有效地进行课程复习、备考，特将案例选择
题和案例分析题两类题型，以例题形式各举一例予以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
题目要求的，请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题目中的括号内）

1．下列关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说法正确的是（ D ）。
A．钢筋混凝土结构自重大，有利于大跨度结构、高层建筑结构及抗震
B．钢筋混凝土结构虽然抗裂性能较差，但在正常使用时通常是不允许带裂缝工

作的
C．钢筋混凝土结构隔热、隔声性能较好
D．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比较复杂，建造耗工较多，进行补强修复也比较困难
2．双筋矩形截面梁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基本公式的第二个适用条件 ξb 的物理意

义是（ C ）。
A．防止出现超筋破坏
B．防止出现少筋破坏
C．保证受压钢筋屈服
D．保证受拉钢筋屈服
3．条件相同的钢筋混凝土轴拉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轴拉构件相比较，（ B ）。
A．后者的承载力低于前者
B．后者的抗裂度比前者好
C．前者与后者的抗裂度相同

D．前者与后者的承载力和抗裂度均相同

（二）判断题（每小题 2分，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弧，以√表示正确，以×表示错误）

1．通常所说的混凝土结构是指素混凝土结构，而不是指钢筋混凝土结构。（ × ）
2．只存在结构承载能力的极限状态，结构的正常使用不存在极限状态。（ × ）
3．对于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先张法构件中的预应力是靠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粘

结力来传递的，后张法构件是靠锚具来传递和保持预加应力的。（ √ ）

（三）简答题（每小题 6分）

1．在荷载、温度、收缩等外界因素作用下，钢筋和混凝土这两种材料结合在一起
能够共同工作，其主要原因在于？

答：1）因为二者具有相近的温度线膨胀系数；2）因为混凝土硬化后，钢筋与混凝
土之间能够产生的较强的粘结能力。

2．在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ξb 的含义及其在计算中的作用各是什么？

答：是超筋梁和适筋梁的界限，表示当发生界限破坏即受拉区钢筋屈服与受压区
砼外边缘达到极限压应变同时发生时，受压区高度与梁截面的有效高度之比。其作
用是，在计算中，用 ξb 来判定梁是否为超筋梁。

（四）计算题（略）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强化训练
■ 工程系 林小妹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试点
“工学科土建类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统设必修课，4 学分，安排在
第四学期学习。混凝土结构是土木工程结构中最重要的专门学
科，在各个国家的工程建设标准中，都是以混凝土结构的设计规范
作为一个国家建设水平的标志。随着工程建设需求和形式的发
展，混凝土结构学科的内容和知识也在不断更新，更重要的是，混
凝土结构中的分析和设计方法包含了土木工程结构中解决问题的

基本哲学思想，因此，不掌握“混凝土结构”就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
土木工程师。

该课程主要讲述混凝土结构基本构件的受力性能、承载力计
算、变形计算以及钢筋配置、构造要求等内容。这些内容是混凝土
结构中的共性问题，是混凝土结构的基本理论，以此为基础并结合
整体结构的力学分析，才能进行结构方案的选择和优化。希望通
过下面的强化训练，能帮助学生掌握好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原理。

学海学海导航导航

版权声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海峡教育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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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题（每题 3分，共 12分）

1.认知发展观

2.学科结构课程理论

二、填空题（每题 1分，共 14分）

1、《21世纪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培养学生要有 新的教育目的。
2、国外公民参与教育政策和教育决策的两种重要的形式是 和

。
3、培养“ ”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学校教育的基本趋向。
4、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规定了三类课程。即 、 、 。
5、国外对校长职权管理的三个外部途径是 、 、 。

三、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序号填入括号内，每题 2分，共 10分）

1. 法国教育家郎格朗提出了（ ）的理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A．终身教育
B．全人教育
C．程序教学理论
D．掌握学习理论
2.教师教育体制开始向非定向型发展是在（ ）。
A．重建与扩展时期
B．挑战与探索时期
C．反思与创新时期
D．20世纪 80年代后
3.提出校本课程开发环境模式的代表人物是（ ）。
A.泰勒
B.斯基尔贝克
C.斯坦豪斯
D.布卢姆
4.维果斯基提出（ ）的概念，认为只有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才是好的教学。
A.一般发展
B. 最近发展区
C. 教学最优化
D.发现学习
5.对教学过程最优化研究最深入、影响最大的是（ ）。
A.苏霍姆林斯基
B. 加涅
C.赞科夫
D. 巴班斯基

四、简答题（每题 8分，共 40分）

1. 挑战与探索时期世界教育发展的特点。

2. 课程内容的人本化的表现。

3. 教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4. 世界各国道德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的特点。

5. 全面质量管理模式给我们的思考与借鉴。

五、论述题（每小题 12分，共 24分）

1、评述“校本管理”的长处与面临的问题

2、联系实际评述德育的直接方法及其优缺点。

一、名词解释题
1、认知发展观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或道德判断能力是呈阶段性发展的，（1 分）道

德教育的目标就是促进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1 分）代表人物有皮亚杰、柯尔伯格
等。（1分）

2、学科课程结构理论强调把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具基础性和学术性的知识作为课
程内容，（1分）主张以知识体系本身的逻辑程序和结构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础。（2分）

3、研究性学习模式是一种学生在老师指导下，（1 分）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自
我学习、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一定的课题，（1 分）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主动探
究，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1分）

4、合作学习模式主张以小组学习的方式，（1 分）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
学生认知、情感和合作精神、技能等方面的发展。（2分）

二、填空题
1、生存能力
2、校务委员会 学校董事会
3、合格公民
4、核心课程、基础课程、附加课程
5、咨询机构、督导机构、法治机构
三、选择题
1. A 2. B 3. C 4. B 5. D
四、简答题
1.

（1）出台国家教育改革政策或法律，推动教育的重建与扩展（2分）
（2）重视实施义务教育（2分）
（3）建立新的学制（2分）
（4）强调师范教育工作的改进（2分）
2.

（1）强调课程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2分）
（2）强调构成教材的知识必须根据学生的企求、兴趣加以选择（2分）
（3）主张让学生参与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价（2分）
（4）强调探究、阐释、综合的过程（1分）
（5）主张知识的综合治理化（1分）
3.

（1）各种课程理论的相互渗透和融合（3分）
（2）研究领域不断扩大（2分）
（3）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综合化（3分）
4.

（1）道德教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2分）
（2）道德教育的内容和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2分）
（3）重视促进个性发展的内容（2分）
（4）德育内容的价值取向有很大的差异（2分）
5.

（1）能否真正获得政策支持是先决条件（2分）
（2）能否实现教育管理人员的角色转换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2分）
（3）校长是否具备这一理念和事业开拓能力是关键（2分）
（4）教师的专业素质高低是根本保障（2分）
五、论述题
1、
长处：（1）“校本管理”易于满足学生的需要。

（2）“校本管理”有利于学校推行民主决策。
（3）“校本管理”有利于学校自我更新。
（4）有利于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效率
面临问题：（1）能否真正获得政策支持是先决条件

（2）能否实现教育管理人员的角色转换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3）校长是否这一理念和事业开拓能力是关键
（4）教师的专业素质高低是根本保障
2、直接方法是指开设独立的有关伦理道德、公民训练方面的课程，教师将道德内

容以德育的形式直接传给学生，并通过训练、榜样、惩罚等方法巩固和强化传授的效
果。（2分）

优点：（1）指导内容明确
（2）计划性和系统性强
（3）易于形成道德概念和进行扩展，在加深认识和理解方面效率高
（4）直接进行情操陶冶等。
注：每两点为 1分，共 2分
缺点：（1）学习易走向形式化

（2）缺乏魅力
（3）缺少学生经验的支持
（4）学生的自发性受到限制，学习有很强的被动性
（5）难以形成道德态度
注：共 3分（联系实际酌情给分，最高分 5分）

开放教育教育管理（本科）

《比较教育》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练习题
■ 公共事业系 王美林

参考答案CAN KAO DA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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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能在今天台湾留下精美墨
迹、并对台湾书法界产生深远影响的
书法家，并非都是专业从事书法的文
人，他们或为官，或经商，或从教，或
游幕。其来台因缘和途径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来台湾就任公职。如沈鸿
儒，永定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延
平调任台湾府儒学教授；沈葆桢，侯
官人，赴任台湾，同治十三年(1874)为
钦差大臣，驻节台湾府治；周长庚，侯
官人，光绪十三年(1887)任彰化县教
谕 ；林 君 升 ，同 安 人 ，康 熙 六 十 年
(1721)奉调带兵押响赴台湾，曾补台
湾总兵；林绍年，闽县人，曾任台湾巡
抚；柯辂，晋江人，嘉庆六年(1801)任
台湾训导；唐山，莆田人，乾隆二十年
(1755)由泉州教授调任台湾；孙云鸿，
漳州人，曾任澎湖水师副将；梁鸣谦，
闽县人，道光年间（1821－1850 年）任
台湾海防同知；陈伦炯，同安人，雍正
四年(1726)任台湾镇总兵；曾光斗，古
田人，同治二年(1863)随提督林文察
赴台平定戴潮春之乱，后以知府尽先
补用；叶文舟，海澄人，任台湾嘉义县
教谕后居台湾。

二是应邀来台湾担任官府幕僚。
如宋滋兰，政和人，作为提督林朝栋
幕友赴台；林嘉，诏安人，清光绪中
叶，幕游来台；倪湜，福建人，光绪初
游幕来台；陈衍，侯官人，光绪二十年
(1894)应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做为幕

友赴台；刘齐衔，闽县人，光绪二十年
(1894)做为唐景崧幕友来台；谢颖苏，
诏安人，咸丰七年(1857)以佐幕身份
赴台南，后应板桥林家之聘为教席；
谢曦，闽县人，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佐海防同知朱景英守鹿港，有名幕之
誉。

三是应邀来台湾任私家教席及整
理文献。如何冠英，闽县人，应板桥
林国华之邀请，数次来台；吕世宜，厦
门人，应板桥林家之约赴台任教，台
湾人尊为金石学导师；林豪，同安人，
同治六年(1867)赴台应林占梅之聘，
任潜园教席，宣统元年(1909)重游淡
水；庄正，晋江人，为台湾板桥林本源
聘为教席；许筠，侯官人，应邀为板桥
林本源家族教席；杨浚，晋江人，同治
八年(1869)渡台，后应竹堑郑氏之聘
编订《北郭园全集》；叶化成，海澄人，
道光十五年(1835)应邀至台湾板桥林
家任教席；吴钟善，晋江人，应林本源
之聘来台，任家庭私塾，并参加诗社
活动。

四是来台湾主持书院设帐授徒。
如王式文，晋江人，来台主讲台南蓬
壶书院；林天龄，长乐人，应海东书院
之聘任教；林鹗腾，同安人，曾应聘主
澎湖文石书院；张亨嘉，侯官人，同治
五年(1866)应邀任台北艋舺学海书院
山长；陈楷，闽县人，应台湾道陈懋烈
之聘赴台牚海东书院；郭尚先，莆田
人，曾赴台于八里坌设帐授徒；赵在

田，闽县人，乾隆五十六年(1791)来台
执教。

五是因有家人在台或姻亲关系赴
台。庄俊元，晋江人，幼时随父赴台
经商居台；后返乡中进士，常往返闽
台间，以与台湾文土唱和为乐；陈祚
年，幼年随父迁台；陈凤昌，南安人，
七岁从父来台，居南郡看西街，后多
次往返于闽台之间；陈懋侯，闽县人，
少时从父经商于淡水，后移鹿港；林
维丞，闽县人，14 岁时随父游台，稍后
再次来台取淡水厅儒学，为附生；咸
丰末年来台居竹堑，主持潜园文酒之
会几近三十年；林纾，闽县人，少年时
随父居台湾沪尾，后因家人去世而赴
台料理，光绪年间曾游台南府；方家
澍，侯官人，因奔丧来台；王仁堪，闽
县人，因前辈家族中有一支迁台，故
曾来台祭墓；黄嘉尔，同安人，因与板
桥林家有姻亲关系而多次赴台；苏镜
潭，晋江人，因与板桥林家有亲戚关
系，曾多次赴台居板桥家，并任雾峰
林邸教席。

六是应邀来台湾做客及参加各种
文化活动。如王毓菁，闽县人，来台
参加诗社活动；林士傅，侯官人，应邀
至新竹林占梅潜园做客；陈绣莹，侯
官人，多次应邀赴台板桥林本源家做
客；陈赞图，长乐人，多次来台，客居
板桥林本源庭院；杨栽，南安人，应淡
水县同知之邀前往淡水厅献艺；石雪
庵，同安人，应邀来台从事绘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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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电大 何绵山

今年暑期我和女儿在意大利旅游期间，总是
会碰到老外问：“你们是日本人吗？”在那不勒斯
的维苏威火山口景点，一位来自加拿大、带着九
岁女儿的母亲问我们：“你们怎么知道跑这个地
方来？”为什么会这么问，自然是因为相对来说较
少中国人会到国外自助游的缘故，尤其是不那么
热门的地方。

欧洲自助游最麻烦的是要自己办签证。懂英
语的话可以自己准备材料，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直
接给广州使馆打电话或发邮件咨询，然后找一家
广东旅行社帮忙递交材料（福建属于广州使馆
区）。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当地找家可靠的旅
行社，按要求提交材料就行。

自助游其实就是图个自由，一切吃喝玩乐都
可以自己做主。所以想要省钱省时间，一定要事
先狠花时间做好攻略，越详细越好。根据个人的
喜好，参考穷游网、蜂窝网或驴评网等游客写的
相关游记及提供的信息，订出自己想要的旅行路
线。一旦定好往返路线和时间，就可以着手预订
或购买飞机票。直接查找航空公司的网站是最
便宜的办法。也可以找网上代购机票的公司或
旅行社，或上携程网等预订或购买。

其次，上网预订住宿，相对方便的是选择靠近
火 车 站 附 近 的 宾 馆 ，相 对 便 宜 的 是 青 年 旅 馆
（youth hostel) 和华人旅馆。booking, agoda，
tripadvisor，hotels 等 网 站 都 有 中 文 介 绍 的 酒
店, 从酒店的总评分和顾客的点评可以看出它们
的地点、服务等的好坏,预订有可以取消和不可取
消两种选择（当然后者的价格更优惠）。

接着，就是交通工具的预定。对此可直接上
该国的火车网站提前购买（用信用卡支付），如瑞
士火车网站 http://www.sbb.ch/home.html。上意
大利 http://www.italiarail.com/购票，有时还能买
到优惠票。此外也可以上欧洲铁路公司中国购
票处网站（http://www.europerail.cn/）去购买。网
上购票后只要打印电子票到时随身带上便可。
当然也可以到当地火车站直接购票。

出了机场或火车站，根据宾馆提供的线路信
息，按街道的名称和编号去查找。有的城市规划
得很好，如佛罗伦萨，每条街道都有标识，而且编
号很有次序，一边是单号，另一边是双号。实在
不行就用简单的英文问行人：Excuse me，where
is the way to the hotel？并给他们看宾馆具体
的地址。一般来说当地居民都会很热情地帮忙
指明方向。

至于景点，特别是一些热门的，如梵蒂冈博物
馆或是比萨斜塔，在旅游旺季最好事先做好网上
预订工作，这样既避免了排长队的麻烦，亦可节
省不少时间。

总统的滋味

有一次，林肯总统在白宫会见某国总
统。该国总统个子长得特别高，两个人站在
一起，就像两根垂直竖起的炮管。林肯乐呵呵
地说：“想不到您个子比我还高呢，怎么样，当

总统滋味如何？”“您说呢？”那位总统反问
道，“我感觉到天天像吃了火药，总想

放炮！”

欧洲自助游的攻略
■ 外语系 王小红

笔者（左一）在旅途中与外国游客合影。

大雪时节天气寒冷，大雪吃什么呢？
大雪养生怎样才能让身体更温暖呢？可
以适当多吃富含糖、脂肪、蛋白质和维生
素的食物，以补充因天寒而消耗的能量，
益气补血，滋养身体。多喝茶也是一种
好方法！

红枣茶——

原料：红枣适量。
做法：将红枣水煎代茶。
功效：活血益气，滋补阴阳。

橘桂姜茶——

原料：茶叶、橘皮、桂皮、茴香、鲜姜各
适量。

做法：将前4味各取适量，鲜姜3~5片，加
清水煮开，或用沸水冲泡浸焖后取汁。

功效：温中散寒，行气健脾。

杏仁菊花茶——

原料：杏仁 6克，菊花 6克。
做法：杏仁 (去皮尖、研泥)煎汤，取汁

沏泡菊花。或用开水泡菊花，分次入杏
仁煎汁，代茶饮。

功效：平咳化痰，滋阴润肺，养心安神。

香桃茶——

原料：红茶浓茶水半杯，香桃片 2~3
片，砂糖适量。

做法：香桃片放红茶杯中稍浸片刻，
后调入砂糖，可适当加白开水。

功效：暖胃健脾，驱寒气，增进食欲。

大雪养生
常喝四种茶更健康

凡是诚实地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而不气馁的
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安逸的人来得有价值。一个人永
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毫无困难的事。

——梵高《亲爱的提奥》
旅行是一种学习，它给你用一双婴儿的眼睛去看世界，去看不同的

社会，让你变得更宽容，让你理解不同的价值观，让你更好地懂得去爱、
去珍惜。旅行让你以另外一种身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进行新的尝试，
让你重新发现自己。

——毕淑敏
趁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得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

意，消极地认为是环境制约了自己的发展。见识得越多，人越会对自己
不满意，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事情来。

——马丁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

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
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
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
地时，怎么收拾？

——龙应台
我们三十岁的时候悲伤二十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五十岁的年纪

怀念三十岁的生日又多么美好。当我们九十九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
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快乐得如同一个没被抓到的贼一般嘿嘿偷
笑。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相信生活
和时间。

——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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