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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海口部分中小学在设班、教师分配等管理方面出台了很多办法，以抑制
“择班”
现象，
力争做到教育公平

择班需止，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刚给熟人打了电话，希望托关系
能让孩子在此次文理分班中被分入重
点班。好的班级对将来考大学的他来
说至关重要！”近日，家住海口滨海大道
的陈女士为孩子“择班”的事情发愁不
已，因为孩子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但语文成绩较弱，所以，她很担心因为
文科成绩影响了此次分班。
记 者 注 意 到 ，随 着 新 学 期 即 将 开
始，虽然教育主管部门明令禁止开设重
点班，但家长想要“择班”的心理仍“暗
潮涌动”。为此，海口部分中小学在设
班、教师分配等管理方面出台了很多办
法，以抑制“择班”现象，力争做到教育
公平。

现象：
“择校”遭禁“择班”热
暑期招生季，有升学焦虑的家长们
为让孩子进一所好学校、好班级可谓操
碎了心。
“ 择校”风尚未平息，
“ 择班”风
又悄然刮起。
“据说重点班配备的都是学校里最
好的老师，哪个家长不想将孩子往里
挤？”家住海口海甸岛二东路的郑女士
坦言，为让孩子进到心仪的学校，这个
夏天，她们可谓绞尽了脑汁，各种打听、
托门路，然而，由于招生政策日益公开
透明，眼看“择校”门路遭堵，家人无奈
放弃，于是又将心思花在“择班”上，希
望能分到好班主任、好老师。
“择班”现象屡禁不止，学校管理者
也颇为烦恼，一位中学副校长向记者透
露，每年开学，都有亲戚朋友想通过自
己“走关系”让孩子进入重点班，这让他
感到为难。
然 而 ，削 尖 脑 袋 一 门 心 思“ 走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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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一年级《语文》
古诗全删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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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班”如何得到缓解和平息，除了

JY
开学啦，
新生坐姿端正、大声读书。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促进中小学招生、
分班的公开透明外，家长们盲目跟风攀
比的心态也需从根本上剔除。
王贤德表示，
重点班授课进度快、课
程任务繁重并不适用于全部学生，
因此，
家长没必要盲目跟风一定要进重点班，
而是应该考虑孩子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水
平，
“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
据介绍，避免“择班”风气蔓延，琼
山中学目前采取的是“蛇形分班”措施，

分配。
“在分班前，学校会统一召开家长
会，对一些有择班疑惑的家长进行解
答。也希望家长们不要过分强调‘老师
的作用’，孩子的良好发展是需要在社
会和老师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老师只
是其中一个部分，而且，不同的老师有
不同的优势，所以，希望家长们要相信
学校，相信学校会公平合理地调配资
源，
不要盲目跟风。
”
陈基华表示。

费标准也上涨 1000 元到 3000 元不等。
我省高职院校（或者高职专科专业）
的学费今年也有所上涨，
以海南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
文史类招生的电子商务专业去
年的学费标准是 6900 元，今年则涨至
7900 元。海口经济学院在高职专科批招
生的专业，
去年除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之

外，
文史类专业学费标准大多为8000元，
而今年的收费标准均超过了10000元。
学费上涨了，
为让贫困大学生顺利入
学，
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及国家奖助
学金等助学资金也较往年有所提高。据
介绍，
生源地助学贷款是国家为家庭经济
困难的普通高校学生提供的助学贷款，
国
家财政予以贴息资助。学生只需向户籍
所在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
无论该
生在省内还是省外高校就读，
无论是大学
新生还是在校学生均可申请。我省已于
今年 7 月份对国家助学贷款最高限额进
行调整，由原来的全日制本专科生每人
每年6000元调高至每人每年8000元。

省内高校学费上涨
我省对贫困学生入校设立保障措施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实习生 李艳
今年秋季开学之际，我省几所高校
学费上涨。为让贫困学子顺利入校，我
省教育部门设立保障措施。
据了解，
在提前批录取的海口经济学
院艺术（文）的美术类、
舞蹈类、
主持与播音

类等多个专业，
学费标准由去年的15000
元或16000元涨至今年的17500元。
在本科第三批招生的海口经济学院
的文史类全部专业的学费标准比去年上
涨 ，不 少 专 业 由 去 年 的 14000 元 涨 至
15400 元，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更是涨至 17500 元。理工类专业的学

张茂 摄

即将成绩优异的学生错落分布不同班
级，以得到一个师资、尖子生平均分配
的教学环境。
与此同时，海口市第九小学也采取
了平行班的制度。陈基华介绍，九小从
一年级至六年级均采取平行班，学生按
男女生比例随机安排到各个班集体中，
班主任的任教班级通过抽签决定，并且
每个阶段都会对针对不同老师的优缺
点进行合理调配，实现教学资源的均衡

海口山高实验中学：

特色山高的教育探索③

每个学生都是一粒独特种子
海口山高实验中学 2014 年中考再
创佳绩，该校 155 名初中应届毕业生的
中考成绩入围中招第一批次省、市重点
高中录取分数线，入围率为 76%。现已
有一百多名优秀初中毕业生签约，进入
山高实验中学读高一。
高中阶段有丰富的选修课程为你搭
建成长舞台，在不同方面的兴趣爱好都
可找到施展才能的社团……
“准高一师
生论谈会”近日在海口山高实验中学举
办，
崭新的高中生活让同学们为之向往。

山高实验中学崭新的高中生活让
同学们为之向往。
山高 供图

从今年 9 月份，新学期开始，上海
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瘦身”：除删除
原教材最后单元的 5 篇课文外，
《画》、
《草》、
《登鹳雀楼》等 8 首古诗也不见
了踪影。
这个给教材
“瘦身”的举措在网上
引发热议。有人认为，上海市教委向
教材“开刀”是很好的减负措施，可让
小学生有更多时间巩固其他课堂知识
和开展兴趣阅读；但更多的人则是心
存疑虑，
认为此举矫枉过正，
尤其是旧
版课本中的 8 首古诗全部被删除。
正方 课本“删古诗”并不值得大
惊小怪。首先，
这是为学生减负、
为教
师减压的举措，符合现代教育规律。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就让他们接触古
诗，确实有点早。而古诗中所蕴含的
意 境 ，也 是 他 们 这 个 年 龄 很 难 领 会
的。更适合他们的，应该是儿歌和通
俗易懂的白话文。另外，古诗的诵读
对部分孩子而言不难，但也可能有一
部分孩子会感到吃力。课本应该尽量
适应大多数孩子的需要，而不是以部
分
“聪明”孩子为标准来
“一刀切”
。
反方 对教材修订者而言，
无论怎
样减负，一定要把握的原则是：舍糟
粕，
留精华。
删除古诗为教材减负，
更像是舍本
逐末。很多古诗词，
或许修订者觉得相
对白话文更难，
但对孩子而言，
说不定
更简单——意思既不难懂，
关键是非常
短小，而且朗朗上口。在减负的旗号
下，修订者一定不要坐在办公室里自
以为是，
至少应该走入校园，走入教学
一线，听听老师和学生们的观点。相
当程度上，之所以当下很多教材修订
被斥为“瞎折腾”，就是因为教材修订
者更多依赖所谓“专家”的意见，而较
少走入教学一线，
较少倾听师生心声。
语文课本大“瘦身”，其实减少了
孩子们最原始的阅读积累。随着网络
的普及，外国文化越来越多地影响了
孩子们的认知，
从小开始背单词，
却认
不出几个汉字，过度重视“洋节日”而
忽视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尤
其是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古诗
词，也正逐渐被遗忘。文化入侵是一
把“软刀子”，一点点地割断了中华文
化流传的血脉，这是中华民族灿烂文
化传承的重大危机，必须得到社会的
重视。
（东南快报）

分析：
教育资源不均客观存在

对策：
理性看待“择班”
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为每一个学生设置课
程表和培养方案
该校录取的高一新生李楚楚幼儿园
起便在山高读书，
她身材高挑，
爱打羽毛
球，
目前正在挑战长跑。
“每天上午最后一节是选修课程，
电
脑室、语音室、实验室等功能教室全部开
放，
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
选择
自己最喜欢的课程。”副校长程相涛强
调，希望同学们每学期掌握一项体育运
动，
不仅要在文化成绩上获得丰收，
还要
在品德、艺术、体育等方面卓有建树。
据了解，此前山高实验中学开设有
篮球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田径队、男子
舞蹈团、吉他、架子鼔、美术及文学、摄影
等各种社团组织和 20 多个兴趣小组；开
办高中部之后，这些特色课程将继续开
拓学生视野，使每个学生在不同方面的
兴趣爱好都能找到施展才能的舞台。
校长何海燕说，学校老师们将针对
不同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个性

儋州
“双管齐下”
规范学前教育
本报讯 （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符发智 郭树
护）近日，记者从儋州市教育局获悉，该市
“双管齐
下”规范学前教育，在取缔 42 所未注册不合格幼
儿园的同时，斥资近 6000 万元建设镇中心幼儿
园。
近年来，儋州市从城区到乡村相继办起了一
批幼儿园，
但有的未经教育部门注册验收批准，存
在着教师、教室、校车、教材、治安等不合格的问
题。对此，该市教育局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
组织力量对未注册幼儿园进行拉网式排查，
登记造册，分类处置。经检查组明察暗访，有 42
所未注册幼儿园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并存在教学
设备不足、管理混乱等问题，
不具备办园条件。依
照相关规定，责令这些幼儿园从 2014 年秋季学期
起不得招生，
停止办园。
儋州市教育局局长周春声表示，
这批幼儿园被
取缔后，
全市正规的幼儿园将扩大办学规模，进一
步提高办学质量，
在秋季开学时接收所有孩子入园
教育，
确保
“入得园、
教得好、
有安全、
成长好”
。
为了打造正规幼儿园，儋州市加大镇中心幼
儿园建设力度。据统计，目前已完成兰洋、三都两
镇中心幼儿园建设工程，总投资 1000 万元；正在
建 设 东 成、王 五 两 镇 中 心 幼 儿 园 工 程 ，总 投 资
1400 多万元；计划年内新建改建那大、峨蔓、木
棠、排浦、中和、南丰等 6 所镇中心幼儿园，总投资
3500 多万元。

门”、
“挤重点”的家长们，也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家住海口市骑楼老街附近的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孩子成绩不错，
所以分班“没怎么让人操心”，孩子靠自
己实力进入了重点班，家长为此欣慰不
已。

“家长们‘择校’的心情其实可以理
解，就如同‘孟母三迁’，家长都希望孩
子能够认识优秀的同学以及在完善的
教学设备、配备和师资力量较强的班级
就读，以奠定一生发展的良好基础。”海
口市琼山中学副校长王贤德认为，事实
上，各类重点班的存在也是应试教育下
的产物，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客观存在
的事实。
不过，校长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有家长们在不考虑孩子自身发展状况
的前提下，以讹传讹盲目追求重点班，
加剧了“择班”现象，平添了无谓的焦
虑。
海口市第九小学校长陈基华认为，
“择班”风气的形成，主要源于家长们私
下打听哪位老师教学态度好、教学水平
高等信息，但其实很多家长的信息并不
准确，甚至对某些学校和老师有误解，
容易以讹传讹，盲目跟风加剧了“择班”
需求，也不利于维护招生秩序，影响教
育公平。

取缔42所未注册不合格幼儿园，加
大投入建设镇中心幼儿园

特长，为每一个学生设置课程表和培养
方案。
“ 我们在学习和作息时间安排上，
每一分钟都有其教育目的和意义。”
今年暑假，以何海燕校长为首的山
高实验中学的骨干教师们几乎没有休
息，
他们远赴北京知名中学，
学习最新教
育理念和最为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些理
念和方法将在新学期开学后全面实施。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该校录取的高一新生林健暑假里没
闲着，他已经提前预习了高一和高二的
化学课程。从小爱好计算机编程的他，
在老师的鼓励中，已经提前规划好了自
己奋斗的方向：
大学将专攻计算机，
毕业
后当一位软件工程师。

另一位高一新生唐帅选择了自己
心目中最有意义的方式体验生活：在
海南遭受台风重创之后，他和班里另
外几位同学主动请愿当志愿者，连续
好多天帮救灾队伍拉电线，手掌都被
磨花了。
校长何海燕以
“青藤班”
来赞誉这一
优秀的团队，对大家积极主动的学习态
度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们就是要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
在高中阶段规划好未来的奋斗方向，为
将来的大学生活做准备。”何海燕说，田
野里每一粒种子都会结出不同的花朵和
果实，正所谓“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
元”，每一个学生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
他们具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和成长方向，
山高实验中学高中部将继续延续其独具
特色的生态教育模式，帮助每个学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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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发展和成就自己。而山高教育的校
训是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
如果每一个
人都能把个人优势发挥到极致，那便是
成功。
每个星期三下午最后一节课，是山
高实验中学的学法教法研究课，学生们
可以根据近期的学习需求向老师提出建
议，希望在哪些方面得到老师的帮助。
而老师们会根据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实际
需求，
及时调整教学方法，
以及指导学生
调整其学习方法。

高一优秀学生可免学
费进实验班
今年秋季，位于青年路的海口山高
实验中学高一年级招收新生四个班 180
名，
面向全省招生，按照山高实验中学录
取分数线择优录取，前 50 名优秀学生编
入实验班，
并享受免学费、高额奖学金等
优惠政策。
另外，山高实验中学初一年级今年
计划招生 4 个班，其中将招 50 名优秀学
生组成实验班，实验班学生将享受免一
学期至三年学费的优惠，这部分学生初
中毕业后将直接进入山高实验中学高中
部实验班。
位于海口市迎宾大道8号的海口山高小
学现已正式更名为海口山高学校，
今年秋季
学期，
该校计划招初一新生6个班，
为减轻周
边公办学校办学压力，
可视报名人数适当增
设班级；
小学一年级也将会增设2个班级。
新生不需要提供繁琐的报名材料，
外地户籍
适龄儿童少年都可在山高圆梦。（王黎刚）

热点扫描

大学生体质下滑
爆发力不如高中生
南京青奥会刚刚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的青
年运动员在赛场上用激情与拼搏，为自己留下了
属于青春的记忆。
但教育部此前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尽管我
国学生整体体质在持续下滑 20 多年后终于“止跌
回升”
，
但大学生体质下滑的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
效遏制。2010－2013 年，处于 19-22 岁年龄段
的大学生，其爆发力素质低于高中生，力量、速度
素质与初高中生成绩持平或稍低，耐力、柔韧性素
质相比此前也有所下降。
按照常理，相对较轻的课业负担应使大学生
有更多时间从事体育锻炼，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据记者观察和媒体报道，与在校大学生普遍
缺乏锻炼并存的，是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多年来墨
守成规，
缺乏创新。
目前在多数高校，体育类课程大多局限于田
径、游泳和一般球类，
而对近年来广受青年人欢迎
的街舞、跆拳道、瑜伽、花式篮球、花式足球等项目
引进较少。
（新华网）

中国将逐步取消职业资格许可

“考证热”降点温了
日前，8 月，国务院取消了房地产经纪人、注
册税务师等 11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到
明年将基本完成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的工作，
职业资格考试太多、证书太乱的现象有望改变。
8 月 30 日，国务院 14 个部门的负责人坐成一
排，
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询问。
有委员提出，
目前的职业资格许可领域，
一个
行业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职业资格。职业资格过
多的同时，
有关方面也借机敛财，
通过办班、教材、
考试来收取高额的培训费、教材费、考试费。现
在，
在青年中有一股
“考证热”
，
青年人不仅要取得
高学历，
还要去考各种各样的资格证，
手上拿着一
大把证，
可就是找不到工作。
人社部负责人回答说，针对减少职业资格的
许可和认定，国务院要求 2013 年、2014 年分批取
消职业许可事项，到 2015 年基本完成取消资格许
可事项的工作。
（新京报）

北京中小学
每周半天校外上课
图书馆、博物馆都是课外教堂
今后，北京中小学生每周将有至少半天前往
校外上课，物理化学中考笔试分值权重将降到中
考成绩的 70%……根据刚刚出台的《北京市中小
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意见》的
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落实到
中小学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知行统一。
“贯穿于中小学教育教学全过程，
指的是融入
课程教学、实践养成、文化建设、考试评价及学校
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市将加强实践体验活动载体和平台建设，实
施“一十百千工程”，其中包括市区两级教育部门
和有关资源单位要共同完善社会大课堂建设机
制，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在图书馆、博物馆等
千余个社会资源单位培养和聘用千名课外辅导教
师。中小学校各学科平均应有不低于 10%的课
时在社会大课堂进行。据此推算，中小学生每周
须有半天时间在校外上课。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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