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小鹏将搬新校区看做黄冈中

学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性事件。

2004年，黄冈中学从位于市区

的老校区搬入了位于开发区的新校

区，新校区比老校区的占地面积大

好几倍。因为建设新校区，学校背

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近几年，在政府的帮助下，黄

冈中学才还清了债务。”袁小鹏表

示，规模扩张所带来的是，学校扩大

招生，参差不齐的生源稀释了优质

生源。彼时在任校长提出“精英教

育与大众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这在袁小鹏看来，是非常错误的，黄

冈中学就该集中最优秀的生源，走

精英教育的路线。

如今的衡水中学，同黄冈中学

一样位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为

何该学校的升学率已连续15年蝉

联河北所有高中的冠军。袁小鹏向

记者介绍，这就是衡水中学与黄冈

中学的不同之处，衡水中学是良性

循环，通过高升学率吸引优质生源

前来就学，生源质量有保证，但是黄

冈中学却是在人为扩招。因此而来

的不良后果也在显现，升学率受到

影响，进名校学生减少，黄冈中学在

争抢优质生源时也背腹受敌。

黄冈市前任教育局局长王建学

曾统计，黄冈每年流失到外地的优

质学生数量，少则一两百人，多则三

四百人，又因为距离武汉比较近，优

质生源流失数量要高于距离武汉较

远的襄阳、宜昌等地。

负债的并发症，不仅仅只有优

质生源的流失，还有优质师资力量

的流失。黄冈经济发展在湖北排在

倒数几位，在新校区建设之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内，黄冈中学老师的工

资几乎未涨，不少老师被武汉等地

的学校以高酬劳挖走，还有不少老

师出走珠三角、长三角等地。

“说白了就是缺钱。”黄冈市政

府内部人士介绍，黄冈市从政府领

导到老百姓都很重视教育，但是黄

冈的GDP一直处于湖北省下游水

平，谁拿得出那么多钱来留住学生，

留住老师，哪来的钱在教学设备上

投入更多呢？如何与大城市的名校

竞争呢？

省会重点中学因为其得天独厚

的条件，师资力量、交通、国家财政

投入等，就能将县级中学抛在后面，

优秀师资力量和生源都不断流向大

城市，形成一个循环。“这也许才是

黄冈中学逐渐走下神坛最根本的原

因。”上述政府人士称。

据《长江商报》

打造一部真正具有自己风格的科幻电

影是宋占涛多年的梦想，经过多年的积淀和

坚持，魔幻电影《无敌小飞猪》的创意在他脑

海中被孕育出来。

一开始，宋占涛苦思冥想，什么样的

卡通形象会具有小孩子的优缺点？贪吃、

搞怪、“萌萌哒”、法力高强、渴望友情、身

怀正义……慢慢地，小飞猪的形象在他的

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通过和绘画团队

的几番沟通和细化讨论，小飞猪最终定稿

成型。

影片中，小飞猪是一个肩负秘密任务的

外星来客，他与地球的众萌娃组成儿童版“正

义联盟”，以团队的力量击溃不怀好意的外星

萌虫，在险象环生的故事情节里还不忘搞怪逗

乐，令人啼笑皆非而又陷入深深的感动。

《无敌小飞猪》包含了魔幻、科幻、喜剧

等多重元素，并以无敌的魅力吸引了明星大

腕的鼎力加盟。好莱坞巨星卡特琳娜·莫里

诺倾情加盟《无敌小飞猪》，一改之前银幕

“高冷”形象，化身暖心教师。虽成为配角，

但她坦言此次的角色很有挑战性，剧本优

秀，十分乐意尝试。

4月3日，《无敌小飞猪》在全国首映，

宋占涛携部分主演进行宣传的第一站就是

自己的家乡——禹州。播放期间，厅内笑

声不断，不仅孩子们看得开心，大人们也表

示仿佛重拾童心，回到童年无忧无虑的时

光。

“当年为‘追影’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来，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制作的电影

带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小飞猪项目让我把

梦想照进现实，也更鼓起今后我为梦想扬帆

起航。”宋占涛说，他在观众席上看着自己作

为总导演和总制片人的电影，十几年的经历

犹如电影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未来很奇妙，因为不知道。”宋占涛说，

“当初从未想过自己拍摄的电影可以搬上大

银幕，而现在这一切都近在眼前。”

对于未来，宋占涛坦言小飞猪只是一个

开始，自己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会去慢慢实

现。

【解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现行的贪污、受贿

罪定罪量刑标准实行了约20年，显然与现在的经

济水平不相适应，而且此类犯罪情节差别很大，情

况复杂，有时难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做到罪刑

相适应，量刑不统一。如果该草案获得通过，将参

照现在对诈骗罪、盗窃罪的做法，即法律不再明确

数额，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

制定司法解释对三种情形予以确定，各地可以根

据经济水平掌握，比如30万至50万元属于情节严

重，北京可以选取达到50万元算这个档次，而西部

地区可以选择达到30万元就算这个档次。

据《新京报》

国内首部儿童真人魔幻巨制电影《无敌小飞猪》全国公映

禹州小伙逆袭 群众演员成导演
他叫宋占涛，是出生于禹州市龙池村的“80后”

从退伍兵到群众演员再到电影导演，他的经历像一部电影一样精彩绝伦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朱清

日前，投资1000多万元的国内首部儿童真人魔幻巨制
电影《无敌小飞猪》正在全国公映。质量上乘的3D技术、扣
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与好莱坞巨星卡特琳娜·莫里诺的鼎力加
盟，使这部围绕搞怪小猪展开的动画电影在开拍之初就备受
期待。

而同样备受关注的是该片的总导演和总制片人，出生于
禹州市火龙镇龙池村的“80后”小伙宋占涛。他十二年磨一
剑，完成了从群众演员到电影导演的成功蜕变，本身就像一
部电影一样精彩绝伦。

4月3日，《无敌小飞猪》在禹州首映当天，一身休闲装的
宋占涛导演准时出现在约定地点，省去客套的寒暄，一张灿
烂的笑脸瞬时拉近了与记者的距离，轻松愉快的谈话氛围贯
穿着整个采访过程。

2002年，21岁的宋占涛从云南大理

退伍后，怀揣着电影梦，来到位于浙江省

金华市东阳横店镇的横店影视城，开始

了“追影”之路。

初到横店，宋占涛举目无亲，只能

从群众演员干起。“群众演员分群特、小

特、中特和大特（替身），像我们这种刚

到影城的，能做群特就不错了，我记得

当时一天能有 18 元的收入就挺开心

的。”说起当年，宋占涛的语气很平静。

可实际上，当时的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

的。镇上最繁华的万盛街是群众演员

栖息休息的地方，也是宋占涛起步的地

方。当时，每天最热闹的一幕就是有剧

组来挑选群众演员，呼啦围上一群人报

名。“万里选一，这条路不好走。接不到

戏，工资低，一连几天没收入是正常

的。”宋占涛说，当时为了节省开支，他

啃过馒头就咸菜，睡过网吧桥洞；一碗

5元钱的牛肉拉面，不要肉可以省2元

钱，他一吃就是好几个月。

据当地人口部门统计，这座小镇有

近13万人，外来人口占1/3，其中近6000

人是“横漂一族”。每年都会有不计其数

的外地群众演员赶到横店追梦，同时又

有一大批人带着遗憾和无奈离开。

别人放弃了，可宋占涛没有。也正因

为这样，宋占涛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折。

在横店打拼了一年后，这个勤快又实干的

小伙子接的戏越来越多。一次偶然机会，

宋占涛结识了同为河南人的著名影星岳

跃利，两个人一见如故，再加上宋占涛性

格开朗又踏实麻利，不久就成了岳跃利的

助理，从此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

从2003年到2006年，宋占涛只要进剧

组，每天工作15个小时都是正常的，除了要负

责演员的日常生活，拍戏时导演的交代要听好，

剧本改动要记好，粉丝探班要安排好……事无

巨细，体力脑力都要跟得上。

“辛苦是辛苦，可收获也不少。”宋占涛笑

着说，由于他肯吃苦，善于交际，做事爽快，一

直对电影有着执着的追求，收获了不少经验，

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为以后的发

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次偶然机

会，跟组过程中制片组的一个空缺，又一次给

了宋占涛新的机会。从此，剧组里的岗位他

几乎干了个遍。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太

多的第一次，也体验着太多的酸甜苦辣。最

让他难忘的就是2009年拍摄电视剧《再见艳

阳天》时，为了赶进度，连续拍摄了37个小时

没有休息，当时他身兼导演组和制片组的两

个职务，两个月下来整整瘦了20多斤。

当记者问在最苦最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放弃时，“想！”宋占涛直截了当地说，“可真是

放弃，我又舍不得！因为自己太喜欢这行，再

苦再累，咬咬牙就过来了！”

就这样，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他都保持

着家乡人特有的坚强性格，持之以恒地挑战

困难。艰辛的经历提高了他的拍摄技术、积

累了他的剧组经验，后天的勤奋刻苦更是弥

补了他对这一行的技术空白。2012年，他自

己的电影公司——海宁火星人影视有限公司

正式在浙江成立。

湖北黄冈中学走下“神坛”
1999年后再未出过省状元

湖北黄冈中学曾被誉为高中教育“神话”，高升学

率、高获奖率给这座位于鄂东大别山区的城市带来无

尽的荣耀。上世纪90年代，黄冈中学老校区150亩的

校园成为热门旅游景点，无数人前来取经。

但随着高考改革、新课标改革、奥赛与高考脱钩、

高考试卷分省命题等政策的相继出台，荣耀了近30年

的黄冈中学逐渐走下“神坛”：1999年后再未出过省状

元，2007年以后再也没有拿到过国际奥赛奖牌。

黄冈师范学院教授袁小鹏研究

黄冈中学多年，他还专门出了《黄冈

中学神话解读》一书。袁小鹏介绍，

“黄冈神话”始于1979年，当时高考

制度恢复不久，黄冈中学在全地区

择优选拔了23名学生组成“尖子

班”，高考成绩让人惊诧：所有学生

全部考入重点大学，并囊括了当年

湖北省总分第一、二、三、五和第六

名，仅失第四名。

这样的成绩在当时引起全省轰

动，甚至有省内其他兄弟学校怀疑

黄冈中学作弊，并向上告状。

1980年，黄冈中学再次拿到全

省第一，“黄冈神话”的称号不胫而

走。高考成绩的鼎盛时期出现在

1986年，当年黄冈中学高考升学

309人，升学率达91.4%，600分以

上高分者达30人，占全省1/9，且囊

括理科第一、二名，文科第一名。

袁小鹏总结，黄冈中学的模式就

是“学生苦读、老师苦教、家长苦帮”，

从政府到普通老百姓，无人不重视教

育。如今全国闻名的河北衡水中学，

走的就是几十年前黄冈中学的路。

现任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曾总

结，黄冈中学三大法宝：高考、奥赛

和教辅材料。除去高升学率，奥赛

为黄冈中学斩获荣誉无数。

资料显示，1986年，中国人第

一次参加国际奥赛，来自黄冈中学

的林强就获得数学竞赛铜牌。4年

后的1990年，奥赛首次在中国举

办，中国队6名选手中，来自黄冈中

学的2名选手王崧、库超分获金银

牌。到2007年为止，黄冈中学的学

生获得11金5银2铜共18块国际奥

赛奖牌。

教育部在2001年出台了保送

政策，在中学生奥赛全国决赛中获

得一、二、三等奖和省赛区竞赛中获

得一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

以获得保送资格。在2006年以前，

黄冈中学每年因奥赛获奖而保送的

学生基本都在25人以上，最多时有

三四十人。

荣耀了近30年，让众多家长和

学生挤破头都想进的黄冈中学在高

考改革、新课标改革、奥赛与高考脱

钩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优势，一度

被认为“神话不再”。

据统计，1999年后，黄冈中学

再未出现过省状元，2007年后，也

再未在国际奥赛上拿过奖。

袁小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黄冈中学在高考和奥赛上起步

早，优先占领了制高点。但是近些

年来，伴随国家一系列的改革、市场

经济发展，以及对人才提出新要求，

黄冈中学开始走下坡路。

“以前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全

国所有省份一张卷子。在全国卷时

代，题目怎么出都会受到黄冈中学

的影响。”袁小鹏称，黄冈中学的老

师对高考动向的把握是最清醒的，

甚至具有话语权，不少老师担任过

出题人和阅卷老师。

改变发生在2002年，这一年高

考制度进行改革，为了让各地的高

考能够结合当地实际，教育部推动

各地自主命题，黄冈中学不再是标

杆，黄冈中学在全国中学中的地位

发生动摇。

而进一步挤压黄冈中学生存空

间的是随之而来的“新课标”改革，

2004年之后，全国各省开始分批试

点新课程标准改革，但黄冈中学所

在的湖北省并不在首批试点名单

中，这让黄冈中学的应试优势变成

了劣势。

2009年，湖北省作为第六批省

份进入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此前

全国共有5批19个省份先后开始课

程改革。

“这标志着黄冈中学的话语权几

乎消失。”袁小鹏说，以前都是别人来

黄冈中学学经验，现在是黄冈中学去

请人家来介绍新课标改革经验。

让黄冈人引以为傲的奥赛，也

开始与高考脱钩。根据教育部的规

定，从2014年起，毕业的高中生获

得全国或省级奥赛奖项，将不再具

备高考保送资格。2013年最后一

届具备保送资格的学生中，黄冈中

学17人被保送，其中8人被保送北

大清华，4人进入全国冬令营。

辉煌黄高

优势渐失

负债并发症

“万里选一，
这条路不好走”

1 “再苦再累，咬咬牙就过来了”2

“未来很奇妙，因为不知道”3

十年有期徒刑至死刑 贪官如何量刑
4月7日，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犯受贿罪一审被判15年，其非法收受财物共计1132万余元。法院认为，季建业具有坦白情节，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等，可从轻处罚。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乃至死刑。那么从十年有期徒刑到死刑，如此大的量刑区间，法院如何掌握？哪

些因素会影响量刑？

去年10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草案拟修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

罪量刑标准，不再单纯以具体的数额作为定罪量

刑标准。

【草案】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

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

予处分。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

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

处罚。

■ 延展 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拟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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