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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谈读书：

读读网网络络小小说说耗耗时时耗耗力力得得不不偿偿失失
养老保险可补缴

到退休年龄的补15年

本报济南5月31日讯（见习
记者 周国芳） 近日，省人社
厅发布《关于统一和规范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政策的
通知》，统一和规范全省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补缴政策。通知
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通知规定，我省企业职工中
仍与单位存续劳动关系、未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因各种原因应保
未保、中断缴费或欠费的，可补
缴2011年6月30日（含）以前应保
未保年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

具有我省户籍，曾在我省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有
过工作经历，但因各种原因解除
劳动关系或离开原单位，未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中断
缴费的男年满45周岁、女年满40

周岁的人员，可凭有效原始材
料，以个人身份补缴2011年6月
30日（含）前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费。

具有我省户籍，2011年6月
30日（含）以前领取工商营业执
照的个体工商户，可以个人身份
补缴领取工商营业执照至2011

年6月30日（含）以前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费。

2011年7月1日（含）以后，发生
应保未保、中断缴费或欠费情形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以单位职工身份补缴的，用
人单位和个人可按申报并经参
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
历年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为其
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含本金和
利息）。

以个人身份补缴的，均以补
缴时所在市执行的上年度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按
20%的比例，补缴历年基本养老
保险费。

补缴年限与年龄挂钩，其中
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
人员，以个人身份补缴的，可一
次性补缴15年，按规定办理领取
基本养老金手续。

第三届山东省脐带血采集及临床应用研讨峰会召开

脐脐带带血血治治疗疗血血液液病病将将有有新新突突破破
本报济南5月31日讯（记者

韩笑） 5月30日，第三届山东
省脐带血采集及临床应用研讨
峰会暨首届干细胞技术临床转
化高峰论坛在济南顺利举办。
来自全国各级医院的妇产科、
血液科及神经科专家代表6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

据了解，本次大会召开的
目的是深化干细胞基础研究与
临床转化的有效衔接，推进干
细胞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
共同探讨干细胞技术在血液

病、神经性疾病等重大疾病治
疗中的突破性应用，同时更好
地建立脐带血采集及临床应
用、干细胞技术临床转化学术
交流平台，一如既往地提供安
全、有效的干细胞服务。

本次会议由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山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
胞 库（ 以 下 简 称 山 东 省 脐 血
库）、山东省细胞组织库主办，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血液肿瘤专
家、山东省脐血库首席科学家
沈柏均教授，安徽省立医院副

院长孙自敏教授，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刘元波教
授等专家参会。会议围绕细胞
资源存储及管理现状，干细胞
治疗的市场化现状及特点，血
液病、肿瘤、脊髓损伤、神经损
伤等疾病的治疗及分子水平检
测技术的探讨和干细胞治疗相
关法律法规的解读等展开。

山东省脐血库工作人员介
绍，山东省脐血库建库以来，已
储存公共库捐献脐带血造血干
细胞16000余份，为国内外检索

HLA相合脐血6000余次，为临
床造血干细胞移植提供合格脐
带血800余份。“自2013年以来，
山东省脐血库积极投身公益，
在山东省17个市开展了‘火种
工程’援助恶性血液病患儿公
益行动，截至目前，已实施救助
家庭近80个，提供移植用造血
干细胞和募集治疗资金超过
500万元。”记者了解到，山东省
脐血库是经国家规划、卫计委
批准设立，山东省内唯一正规
合法的脐带血库。

阅读，对人有多大的影
响？在浅阅读时代，该如何阅
读？5月3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新教育
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做客齐鲁
大讲坛，与听众分享该如何
读书，本报齐鲁壹点客户端
进行了同步直播。

主办：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

山东大学、齐鲁晚报、山东博物馆

5月31日，朱永新做客齐鲁大讲坛。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孩子六年级了，到底该
读些什么书呢？”5月31日下午，
现场一位家长的提问道出了
不少为人父母者的心声。

朱永新讲起莫言荐书的
事。“在莫言的作品里，大部分
描写了祖宗不光彩的东西，这
里面的内容并不适合推荐给
中小学生。”朱永新说，他后来

跟莫言商量，莫言自己选了一
本《学习蒲松龄》，认为这本书
很适合中学生读。

朱永新说，青少年阶段，
要读一些经典，同时，不把社
会的丑恶展示出来，而是把世
界的美好呈现给孩子们。“伟
大的文学著作都有这样的共
鸣，在童年给孩子们最美好的

东西，让他们的心灵温暖，更
有阳光，有益于孩子成长。”

“我看了中国数百所学校的
图书馆，图书太少。”朱永新痛心
地说，中小学图书大都是谁价格
低用谁的，不少出版社甚至把卖
不出去的书卖给学校，安徽一所
小学图书馆里竟然有医院管理大
全，还有讲怎么赚钱做生意的。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许亚薇

中小学生要读什么？

读经典，读那些

描写美好世界的书

为什么要阅读？

阅读能力决定

个人职业发展

“真正的大师，在很多名
校我们也看不见，真正的大师
都在图书馆里。”朱永新表示，
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来说，最
关键、最基础的就是阅读力。

朱永新说，北京的几十所
大学成立了首都大学生阅读
联盟，联盟既有名牌大学，也

有很普通的学校，让他去做讲
演时，他对学生说，虽然你们
来自不同的大学，但这并不是
造成你们差异的根源，重要的
是你们真正读了什么书。

朱永新说，根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调查，真正决定一
个人收入高低的并不是学历，

而是他的阅读能力。
据介绍，学历高低虽然会

影响就业的机会，但是学历相
当的时候，阅读能力强的人，
担任高技能白领的概率要高
得多，而且阅读能力比学历高
低更能准确预测一个人在职
业生涯中的发展情况。

读网络小说好不好？

含金量总体不高

上瘾后影响学业

“我女儿是初一学生，喜欢
网络小说，不太喜欢传统名著
的纸质书，怎么办？”一位家长
表示，现在很多孩子用智能手
机看网络小说，让家长很头疼。

朱永新认为，年轻人喜欢
网络阅读很正常，但他不主张
大量阅读网络小说。

朱永新说，互联网让我们
的阅读更快捷、更平等、更互
动，但与传统阅读相比，网络阅
读存在不少缺点。网络小说一般
是连载的，阅读上瘾后会占用大
量的时间，影响正常的学业。从
质量上看，网络小说的含金量总
体上不如经过时代大浪淘沙选

择下来的书，为此耗费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不值得。

他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
挑选一些国内外著名的青春小
说，让孩子慢慢过渡到纸质经
典上来。同时，家长要给孩子分
析什么样的阅读对成长是有利
的，让孩子真正能管理好自己。

传统文化热如何应对？

传统文化教育

靠说教会流于形式

“传统文化很热，可到底
该让孩子如何学习呢？”有家
长说，很多学校都开了传统文
化 课 程 ，让 孩 子 诵 读《 弟 子
规》，但好多都流于了形式。

朱永新说，“长期以来，中
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存在缺
失，近几年传统文化热是个好
现象，但必须系统研制、开发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

他表示，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
信和妄自菲薄都会种下苦果。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我
们不仅要从博物馆、文化作品
中看到，更要从普通人、从孩
子们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为
此，国学、音乐、武术等都应该
走进课堂，并开展文化实践活
动，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渗
透进生活。”朱永新说。

为此，朱永新多年来一直
推动“新教育实验”，核心就是
要“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
神”，希望学校教育能够传递
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些内容
不能通过说教来进行，而要让
学生了解其中的精髓。”朱永
新表示，可以考虑把9月28日
的孔子诞辰设为国家阅读节，
将传统文化和阅读结合起来。

阅读不够有啥后果？

缺少积累难创新

到处都是中国式模仿

近日，复旦大学宣传片涉
抄袭被人热议。不少人感慨，
中国人的创新智慧去哪儿了？

对此，朱永新说，“中国式
模仿”已经被大众默默接受。
在互联网界，很多知名网站都
是“模仿”出来的，热播的一些
真人秀节目，更是买了国外版
权，复制粘贴“别人的智慧”。

“创新需要一个引进、吸
收、消化的过程，目前，可以说

我们处于一个创造的最基础
阶段，那就是模仿。”朱永新
说。

在朱永新看来，阅读、学
习都是知识和智慧的积累，积
累得越多，创新的基础和可能
性就越大，所以读越多的书，
就会拥有越多创新的基础。

朱永新说，阅读对一个民
族、对一个国家的意义，在很
大程度上在于文化的传承，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能不能
得到有效的传承，和阅读紧密
相关。

齐鲁大讲坛官方微信

本报济南5月31日讯（见习
记者 周国芳） 近日，省人社
厅下发《关于生产经营严重困
难单位缓缴社会保险费有关问
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依法参
加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履行缴费
义务的用人单位，符合条件可
以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通知
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2020年6月30日。

根据通知，因不可抗力，造
成生产经营严重困难，无力支
付职工最低工资连续6个月以上
的；因不可抗力，造成无法正常
生产经营6个月以上，职工仅发
生活费的；其他因法定事由可
以缓缴的情况，也就是说，符合
上述三种情况之一的单位即可
申请缓缴社保。

按照规定，缓缴期限一般
不超过一年。其中，医疗、生育
保险缓缴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
月。对于首次缓缴期不足一年
的，缓缴期满，用人单位仍无法
恢复正常经营，可在缓缴期满
前60日内，再次提出缓缴申请。
连续申请不得超过两次，且两
次缓缴期限累计不超过一年。
医疗、生育保险首次缓缴期满，
不再受理再次缓缴申请。

企业经营困难

可缓缴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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