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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教育杂谭

等待 政策什么时候落地？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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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10时许，笔者以家长身份来到兴庆路学府首座。
该办公楼内集中了多家中小型教育培训机构，但与此前楼下

的热闹不同，仅有2名发放培训机构简介单的工作人员，当笔者咨
询是否有幼小衔接相关培训时，2人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禁止幼小
衔接培训，我们都是3年级以上学生的课外培训。”

在2楼学科类培训机构新文达·中小学全科教育门口的显著位
置，悬挂着“致全体家长的一封信”，其中有相关部门要求的授课时
间、作业设置、手机管理、读物管理和健康管理等五项管理内容，校区
内显著位置也悬挂着机构和教师的相关资质证明、收费标准以及退
费流程等。机构内有老师正在授课，还有家长带着饭盒在等待。

在机构逗留的近1个小时内，没有一名推销人员向笔者推销课
程。在离开该机构时，笔者询问：“不是刚出台了不允许寒暑假和
休息日进行培训的相关政策，咱们培训班还在开？”该老师说：“国
家层面的政策出了，但我们一般执行的是落地政策，也就是咱陕西
省西安市的相关政策，估计有个过程，我们也都在等。”

对于同时在西安、榆林两地经营“大语文”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肖
女士而言，自7月14日下午收到榆林市教育局含有“即日起，所有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停止培训活动，已收费的培训机构要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做好退费工作”内容的相关通知后，有焦虑有迷茫。

“尽管西安市教育局尚无明确通知，但市内大小培训机构都在
自发赶课：把8月的课提到7月上。”肖女士说，“业内人士都相信不
会一刀切，但到底怎么规范，大家都在等待、观望中。”

面对“双减”意见，肖女士最关注的是如何定义学科类培训。“比
如，我们‘大语文’体系包含硬笔书法、启蒙阅读、写作、提高阅读等
板块，其实除了课本语文知识外，课外延伸内容的占比更高，如果只
是叫停学科类培训，我们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培训能继续做？其实，
业内人士都在观望这个相应的标准如何制定？哪个部门来制定？”

“自今年年初以来，关于规范教培行业的消息就隔三岔五传
出。家里人都劝我趁早放弃，但我还是想再等等看，大机构转型比
我们这些小机构更难，我们先观望一下。”肖女士说。

观望 学科类培训包含哪些内容？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政策吹风■
“双减”政策后 学科类培训机构怎么办

——西安校外培训机构有焦虑、有迷茫也有积极应对转型

本报讯（郭妍） 7月 26日，笔者从
省教育厅获悉，《陕西省2021-2022学年
义务教育阶段统编三科教辅材料推荐目
录》正式印发。文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强制学校或学生订购教辅材料。

省教育厅要求，各设区市教育局要
指导所辖县区在省级《推荐目录》中遴
选教辅材料，并加强监督管理，要严格
按照“一科一辅”和“双减”等相关要求，
从《推荐目录》中选择适合本地教学实
际的教辅材料，推荐给辖区中小学学校
学生自愿选用。

各中小学要做好教辅材料的无偿
代购服务，并将代购情况及时在校内进
行公布。学生征订教辅材料要坚持自
愿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
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订购，
不得进入学校宣传和推销教辅材料。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确定相对固定的
工作人员，通过“陕西省中小学教学用书管理系统”
进行教辅材料征订管理工作。

省教育厅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各地各
校教辅材料使用管理情况监督检查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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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其中，

“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被多次提及。

校外培训机构是否会被全面关停、未来如何发展……这成了包括教培机

构和家长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7月26日，笔者走访了西安市部分校外培

训机构，焦虑、迷茫还是积极应对转型？不同教培机构有不同的状态。

日前，陕西铁
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2021 年暑假“三
走进”社会实践活
动展开，8支调研队
伍的45位思政工作
者参加。各调研小
组分赴省内特殊学
生家庭、学生所在
单位、沿线红色文
化遗迹等进行实践
调研。

□刘江平 摄

暑假期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组织
学校女教职工进行插花艺术培训。活
动旨在丰富她们的业余生活，促进身心
健康，让她们在感受中了解美认识美，

在感知中理解美鉴赏美，在感悟中体现
美和创造美，从而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
情趣，营造大学校园浓厚的人文氛围和
环境。 □段明 摄

据新华社微博消息 记者 7月 28日从教育部网
站获悉，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中小学有
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的通知》，面向全国中小学校和教师开展为期九个月
的有偿补课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

通过此次专项整治，要求各地开展自查自改，完
善管理机制，建立工作台账，对查实的问题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持之以恒抓好师生群众反映强烈、影响恶
劣的突出问题整治。教育部对教师“课上不讲课下
讲”“组织开办校外培训班”“同家长搞利益交换”等
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教育部专项整治中小学有偿补课等问题

7月 26日 12时许，在学大教育
西安交大校区，正在对来自全国各校
区的80名教师进行编程课程培训。

据来自北京的学大教育集团班
课业务负责人张桂珺说：“我们学大
教育迅速响应国家的‘双减’意见，
先期完成了对全国 500家门店销售
人员的转型培训，26日起，我们在西
安对全国 80名优秀教师进行为期 5
天的高强度编程课程培训，这些老
师都是各校区的精英老师，综合考
虑其授课方式、学科背景上符合编
程课程要求的老师，同时也结合了
教师自身发展意愿及职业发展规
划，在培训结束时，将以‘一对一’说
课的方式进行考核，合格才能上岗
并发放上岗证书。这些老师后续也
将在各校区孵化、复制、引导更多的
学科教师进行转型。”

此外，在学而思和新东方青龙寺
校区，学生依然正常上课，教室外的
家长等待区也坐无虚席。笔者向工
作人员询问“双减”意见后，目前的培训
课程是否调整时，学而思一名工作人员
说：“我们正在开会，就在讨论课程调整
的事情，有具体消息后再联系。”

新东方的工作人员则说：“目
前，已在几个校区新增了美术课程，
如果有新的调整内容，我们会第一
时间公布。” □付启梦 谢品增

近日，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侦破全
国首例“付费刷课”案件。所谓“付费刷
课”，就是只要付几元到几百元，就能够
针对各大高校的线上慕课（大型开放式
网络课程）实现“刷课秒过”“考试改分”

“提取试卷”“考试包过”等功能。
作为线下教育的补充，线上教育的

初衷是为了提升学习效率，可是，不少学
生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刷课”，为满足
这种需求而产生的灰色产业链，更是冲
击高等教育质量和高校学风。

慕课基础牢不牢，关键看学风紧不
紧。且不说“付费刷课”这样违反学习纪
律的行为，“合法挂机”也已经是学习常
态——一边任由客户端挂着慕课，一边
网络游戏“开黑”的场景屡见不鲜。要扭
转这样的现象，高校必须加强学风建设，
对刷课获取学分的行为严格惩处，对挂
机上课的学生也应该予以警示教育。

另外，在线课程与考试设计粗糙，也
是“刷课”普遍的一大原因。因此，开放
式线上课程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匠心独
运，无论是课程质量还是考试监督，都不
能敷衍了事，要做到上一节课就有一节
课的知识增量，对学生负责，也对课堂教

学负责。此外，在考核方法上不应该以
“进度条走完”的技术指标作为完成标
准，而要以“有没有学会”的内容指标来
要求学生，从源头杜绝网课“不学而过”。

更深一步说，慕课的效果不好，和一
些高校教学模式求新求变过程中体现的
价值观有很大关系。现在有些高校动辄
花费巨资投建新媒体教学实验基地，经
费花下去了，平台建起来了，通稿发了一
堆，面子擦得锃亮，教学效果却不见提
高。这不禁让人想问，该读的书让学生
读了吗？学生该思考的问题激荡出火花
了吗？线上教育有启发学生更努力学习
吗？教学“上网”是好事，但绝不能只“上
网”不“上心”。

教学模式创新不是简单的录个视频
挂到 APP 上就算完成任务，要让学生真
看、真学、真会才是关键。“不学而过”的慕
课应当成为一个警示，面对在线教育，高
校还需要打补丁、稳学风、提质量，才能更
好利用新技术为教学服务。 □陈禹潜

本报讯（任娜）近几日，我省考生们将
陆续接到省招办发出的本科一批录取短信。
对一些同学来说，如果收到录取短信发现“学
非所愿”，怎么办？省教育考试院相关工作人
员给考生支了几招：

第一招：分析专业

专业无好坏。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六行，
行行出状元”，无论哪个专业、行业，只要潜心
努力，都能作出一番成绩来。建议同学们在
收到录取短信之后，先深入了解自己的专业
核心课程、发展现状、就业前景等方面，然后
再来判定该专业是不是真的是自己所认为
的那样，因为好的、热门的专业也有碌碌无
为的人，冷门专业也会走出社会精英。

第二招：入学后申请转专业

随着高校对学生意愿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立了转专业的规则和
方法，允许学生入校之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和
特长转专业。各大高校具体的转专业方式，
大家可以到录取高校官网查询。

第三招：考研更换专业

相对高考来说，研究生考试更加自由，大

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和学校报考。不
过想要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更换专业的同
学，要花更多时间做更长远的准备。

第四招：攻读双学位或辅修

目前，大学教育比较开放，很多学校支持
学生攻读双学位或辅修第二专业。一般来
说，学生满足学校的双学位资格，并且完成辅
修本科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所有课程、毕业
论文和其他教学环节，修满规定的学分，考核
成绩合格，在获得主修专业的学位和毕业证
书的前提下，可获得辅修专业的学位或辅修
专业证书。

第五招：旁听兴趣专业

大学的课业选择相对比较自由、轻松，
课余时间也相对充足。大家可以充分利用
学校的教学资源，合理安排自己的课余时
间，去旁听自己喜欢的、认为有意义的
课。另外，许多高校都设有选修课程，在
选修课表之内可以尽情选择自己喜欢的
专业和课程。

省教育考试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专业
无好坏，关键在于大家是否学得好、学得精，
只要心怀梦想，并为之努力，必然学有所获。

收到录取通知发现“学非所愿”怎么办？

本报讯（王晓峰）暑期孩子谁来照
看？这让很多家长很头疼，为了解决职
工的后顾之忧，现在不少企业开办起暑
期夏令营。7月 26日，在西安银泰百货
开元商城钟楼店“银天书院”公益夏令营
授课现场，数十位小朋友在辅导老师和
志愿者的看护下学习、玩耍。

7月 19日至 8月 20日，由西安一企
业开办的“银天书院”2021年度公益夏
令营开始免费为该企业一线职工的孩
子提供托管、培训、教育及社会实践等
服务。该企业相关人员表示，“银天书

院”不收取任何费用，自 2019年开办以
来，受到家长们的一致好评。今年有 42
名来自企业一线职工家庭的孩子报名
参加。“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吃好、学好、
玩好，带孩子的老师和志愿者都是我们
企业职工，让我们不必为孩子没人照看
而犯难……”一职工说。

据了解，在课程设置上，“银天书院”
除了提供暑期作业辅导外，还开设音乐、
舞蹈、绘画、手工、体能训练等兴趣课堂，
并引入安全消防、垃圾分类、红色课堂等
实践课程，内容丰富多样。

企业办起夏令营 职工孩子有人管

本报讯（吴耀晴）为了提升教师专
业化水平，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近日，由汉中市略阳县教体局主
办、县教研室承办的暑期教师学科研修
培训班开班，全县 1100余名义务教育段
教师集中“充电”蓄能，助力乡村振兴教
育高质量发展。

该县组建 10个义务教育段学科指
导中心，选聘 100余名省市级教学名师、

学科骨干和县级教研员，组成学科研修
培训名师专家团队。由各学科指导中心
牵头，制定培训方案，初中分语文、数学、
英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历史 7
科，小学分语文、数学、英语 3科。培训
期间，各学科专家团队结合学科特点和
新大纲要求，认真备课，悉心梳理教材中
的重难点，找准突破点，积极为参训教师
答疑解惑。

略阳：1000余名教师集中“充电”蓄能

7月23-25日，安康
市汉阴县第七届“中国
银行·文峰杯”双拥职工
篮球赛在汉阴中学和安
康长兴学校举行。经过
三天激烈角逐，汉阴县
第二高级中学代表队、
汉阴县双拥代表队等斩
获男子组前六名。
□林爱铭 汪付艳 摄

线上教学岂容“水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