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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政府投资的公益性机构，完全进行商
业化操作肯定是不合适的，也绝不是政府建设青
少年活动中心的初衷，各地青少年活动中心可根
据实际情况，逐步回归公益性。”海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副院长任仕君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

任仕君认为，为了建设青少年活动中心，各市
县动辄投资几百万甚至上亿元资金，就是希望给
青少年提供一个成长发展的公益性活动场所。像
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位置处于黄金地段，
又是巨额投资，不利用好实在可惜。青少年活动
中心回归公益性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一些目
前属于财政差额拨款或完全自筹的青少年活动中
心，可以适当进行商业化操作，但培训价格要低于
市场价。同时活动中心可以开设一些“吃苦体验
活动”、“假期安全防护讲坛”、“青少年球赛”等一
些花费少的活动免费向青少年开放，让家长和学
生感受到一定公益性。主管政府部门应发挥监管
作用，不能完全放任活动中心自主经营，要在市场
调研基础上对活动中心开办的收费培训项目进行
限价，以低于市场价的收费培训和完全免费的一
些活动吸引青少年参与。

第二步在积极争取财政支持的基础上，青少
年活动中心可发动社会力量，联系一些爱心企业
投资到青少年成长活动中。一方面可通过社会捐
书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捐助
实现青少年免费参加培训活动，最终逐步实现所
有活动完全免费，真正回归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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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宗兆宣

为保障青少年
全面成长发展，我省
除三亚市和三沙市
外，其他各市县都建
立起关心下一代的
重点工程——青少
年活动中心。但这
个政府为民办实事
的民心工程，因缺乏
公益性一直被家长
所诟病。

目前全省仅有
澄迈县青少年活动
中心完全实现了全
免费培训，很多青少
年活动中心都变成
了收费培训的大型
培训基地。

这些青少年活
动中心何时才能真
正回归公益性？成
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之一。

“没有阅览室，没有免费球场、没
有免费培训项目，只有一个个高价收
费培训班，这叫什么公益性活动中
心？”谈起自己到位于滨海大道海南
（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感受，海口
市民周先生感觉既生气又无奈。

又到一年暑假时，对于很多中、
小学生来说，漫长的暑假是放松的美
好时光；但对于家长来说，怎样让孩
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是一件令人
十分头疼的事情。

周先生的儿子今年9岁，就读于
海口某小学，自从7月放暑假后，孩
子大多数时间就呆在家中玩耍，甚至
连家门都不愿意出。

周先生了解到位于滨海大道有
一个政府兴建的大型公益性青少年
活动中心，便来咨询：“想让孩子参加
一些课外活动兴趣班。”

在位于 1楼的报名处，工作人
员告知周先生目前没有任何免费

培训班，只有收费培训项目。“羽毛
球基础训练班收费530元；少儿街
舞培训班收费850元……”各种项
目的收费让周先生目瞪口呆，活动
中心的收费标准和市场价基本一
致，有的还高于市场价！“这个活动
中心公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我
实在看不出来。”周先生无奈地告
诉记者。

内场：各类收费培训

记者日前在海南（海口）青少年
活动中心一楼服务大厅看到，一楼摆
放了一个长达十几米的大型“招生
墙”，标明为“2015暑期培训招生简
章”，共有742个收费培训项目，收费
标准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位于该活动中心二楼的 223
室，有一家名为“新派钢琴艺术中
心”的钢琴培训机构。记者在该机

构内看到，一个大琴室被分隔成多
个封闭的小房间，每个小房间内都
配有一架钢琴。“学费必须交给我们
艺术中心才行，不能交给活动中心
报名处。”该艺术中心李老师向记者
介绍道。

记者从该活动中心报名处了解
到，位于223室的钢琴艺术中心只是
租赁活动中心的房子进行培训，是完
全独立的私人机构。

外场：经营攀岩钓鱼

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
心大楼西侧，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
的“海南省青少年户外拓展训练活
动中心，里面设有真人CS镭战、攀
岩、射箭等多个项目，但收费很
高。据教练员介绍，像镭战、攀岩
每个项目每人收费 80 元，如果人
多可以降低到50元一位。教练员

同样强调自己是花钱租赁活动中
心的场地，所以是单独收费并且完
全独立的。

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
里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人工湖，这湖本
是青少年泛舟赏景或开展水上活动
的绝佳场地，却摇身变成了收费不菲
的垂钓场。

8月1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
人工湖几乎被铁护栏完全围住，人无
法走到湖边。对此，一位前来钓鱼的
男子告诉记者，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偷
偷溜进去钓鱼设置的收费栏。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只要每人
交20元钱，就可以在湖里钓鱼；但
钓到的鱼不让带走，除非以每斤12
元的价格把鱼买走；钓鱼时原则上
不允许使用带有倒刺的鱼钩，但如
果多交100元钱就可以使用倒刺鱼
钩。”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只要交钱
一切都好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我
省绝大多数市县都建有青少年活动
中心，但多数市县的青少年活动中
心只是以收费培训为主，开展的公
益项目相对较少。而目前只有澄
迈、昌江、文昌三地的青少年活动中
心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省教育厅
准备将这三地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打
造成校外教育的品牌，为各地提供

借鉴意义。
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副

主任王红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政府提供给海口青少年活动中
心是70%差额补贴，剩下30%的工
资需要自筹，属于公益性二类单位。
而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老师和工
作人员约30人，又要负担电费、清洁
费、保安等费用，所以开展了一些收

费经营项目。如果财政资金充足或
爱心企业捐款多，活动中心肯定会增
加公益性项目，让家长和孩子切实得
到实惠。

对此，黄国权也表示：“人员工
资完全靠自筹，没有财政资金支
持，的确很难开展公益性活动。”他
告诉记者，目前其他省份都建立了
专门的青少年活动行业协会，海南

到现在还没有成立这类协会，无形
中制约了各地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沟通和交流，也不利于开展大型青
少年活动。

他表示，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现
在正酝酿开展一个“足球公益日”
活动，每个周末免费给青少年进行
足球培训，来体现出省青少年活动
中心的公益性。

作为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
的主管部门，共青团海口市委书记周
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海口青少
年活动中心确实存在公益性不强现
象，表示会尽快增加一些公益性项目。

周健告诉记者，海口市委、市政

府投入了上亿元，专门建设了海南
（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就是想给广
大青少年提供一个公益性的活动场
所。但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
注重收费培训缺乏公益性一直被家
长所诟病。由于是财政差额拨款，此

前该活动中心过于看重商业创收，在
2012 年底把一部分场地出租了出
去。活动中心自身开展的公益性项
目太少，长期性的免费活动主要是进
行心理咨询和合唱团。现在团市委
正在努力增加该活动中心的公益性，

今年暑假专门在海南（海口）青少年
活动中心增加了交通安全体验基地
和青少年自护培训基地等。团市委
将进一步增强活动中心的公益性，向
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免费参与项目，相
信过一段时间会有所改观。

“我在这里参加美术培训班没有
交一分钱培训费，有时还能领到免费
彩笔，班里还有一些乡镇的孩子也过
来参加美术培训，大家都很开心。”8
月5日下午，在澄迈县青少年活动中
心参加完培训的厉同学兴奋地告诉
记者。

在澄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这
个中心的公益性不再是一个口号，
这里成为一个真正免费的青少年活
动乐园。

位于金江文化广场南侧的澄迈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占地面积约10

亩，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总投资
达800多万元，2009年1月正式投入
使用。中心大楼设有展览厅、动感电
影厅、科技室、书画室、健身室、舞蹈
室、钢琴室、古筝电子琴室、电脑室、
声乐室、滑冰场等21个功能活动室。

刚开始投入使用时，该中心也曾
进行过收费培训，但培训价格低于市
场价。后来澄迈县委主要领导到该
青少年活动中心调研时，了解到需要
收费对孩子进行培训，认为收费不能
体现出公益性，应该完全免费对学生
进行校外培训。2013年起，澄迈县把

活动中心周末和寒暑假艺术培训经
费纳入县财政预算，实行免费培训，当
年拨付经费30万元。现在每年免费
培训经费已经增加到50万元。

“2013年3月，来青少年活动中
心参加培训的孩子只有100多人，
现在增加到1000多人，而且人数逐
日增多。免费培训不仅吸引了县城
的孩子，一些乡镇的孩子也在假期
过来参加培训，家长和学生都非常
满意。”澄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
吴君秀介绍，现在活动中心主要利
用寒暑假和周末进行免费培训，开

展了文学类、艺术类、科技类三大类
培训，开设了舞蹈、美术、书法、古
筝、钢琴、声乐等16个项目。中心
还成立了艺术团，积极参加各种文
化艺术活动。活动中心还在不断扩
大校外教育范围，目前在县里13个
学校已建立了培训分校，派出老师
利用下午第三节课外活动课到学校
对学生进行培训。下一步还考虑把
免费培训范围扩大到乡镇地区，把
孩子从网吧里吸引到文艺培训课堂
上来，真正让家长和学生体验到青
少年活动中心的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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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目前全省
除三亚和三沙两市没有青少年活动
中心外，其他各市县都建有青少年活
动中心，绝大多数属于当地教育主管
部门进行管理。仅有省青少年活动

中心和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是团组
织管理。

位于海口市文明中路一处不起
眼的7层旧楼房，是共青团海南省委
下属的海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所在

地。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旧
楼房，院子仅能容下10多辆轿车，这
样的地理位置和硬件设施让省青少
年活动中心鲜为人知。

省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黄国权

告诉记者，由于人员工资完全靠自筹
自支，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对开展公益
性活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靠拉
一些企业组织青少年大型活动来增
加收入。

采访地点：海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位于海口市文明中路一处不起眼的7层旧楼房，是共青团海南省委下属单位。

采访地点：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

该中心现代化设备齐全，在全省堪称一流，是以海南青少年为服务对象的公益性、综合性校外
教育机构。共三层楼，包括器乐、美术、体育、文学、书画、科普体验等类别的共92间功能活动室，于
2012年9月22日开营，是海南省内条件最好的青少年活动中心。

记 者
调 查

样 本
之 鉴

公益性不强成普遍现象

将增加一些公益性项目

2013年起，澄迈县把活动中心周末和寒暑假艺术培训经费
纳入县财政预算，实行免费培训。

今年暑假已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增加了交通安全
体验基地和青少年自护培训基地等。

公益性培训其实可做到

青少年活动中心
成商家创收场地

开展公益性活动
心有余而财不足

人员工资靠自筹，缺少财政资金支持，较难开展公益性活动；
没有青少年活动行业协会，不利于开展大型青少年活动。

早在2010年，上海卢湾区、静安区的青少年
活动中心；辽宁的鞍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就实现
了完全免费。在2012年，上海浦东青少年活动
中心停办了所有收费兴趣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民族文化教育、市区青少年集训等传统公
益活动，并联合学校开设更多公益活动。上海虹
口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也取消了收费类兴趣
班。这些活动中心的活动室、展览室以及各种设
备设施向青少年完全免费开放，并安排教师为青
少年免费培训和辅导。免费培训项目包括艺术
类、科技类、体育类等。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的
文艺演出、各类比赛、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任何
活动都不收取任何费用。

这些青少年活动中心之所以能够实现免费
开放，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政府重视是青少年
活动中心免费开放进程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其次经费保障是能够实现免费开放并得以
运行的关键。像上海卢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经费所需由教育局全部承担，教育局在经费投入
上实现“三个确保”，即确保专项活动经费、确保
日常管理经费、确保教师收入提高。

最后是与学校教育紧密衔接，努力整合社会
资源。青少年活动中心为中小学提供“菜单式课
程服务”，各中小学可以根据活动中心提供的这
一“菜单”，将学习兴趣相同或相近的学生编成相
应的“科艺兴趣班”，到活动中心免费接受培训。

（本报海口8月6日讯）

海口市琼山区青少年宫各种收费培训班令人眼花缭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暑假，服务于学生的公益性活
动较少，“放羊”的学生安全问题令
人担忧。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省教育厅副厅长廖清林认为，青少年活动中
心是中小学生开展素质教育活动的主阵地，是学
校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能给学生成才提供更合理
的时间培养和创新探索。而公益性是青少年活
动中心的根本属性，所有青少年活动中心都不应
背离公益性原则。

廖清林告诉记者，目前教育部门主管的各市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日常运营经费是有保障的，
省教育部门利用“中央彩票公益金”每年都会给
各市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运营经费。而当地
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会把青少年活动中心确
定为公益一类或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财政予以全
额或差额补贴。所以各市县青少年活动中心都
应该为未成年人大量开展免费活动，即使收费项
目也应该是微利并经过物价部门审核，而对于贫
困学生应该一律免费。把青少年活动中心进行
商业化运营是不应该也是不允许的。所有青少
年活动中心都应该回归公益。政府在资金上也
应该予以进一步支持，既不允许收费又不拨款就
很难落到实处。

廖清林表示，现在我省可供青少年活动的体
育、文艺等各类场馆十分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学
生的需求。政府机构应该加大对这类场馆的建
设，让青少年能全面健康发展。

管 理
者 说

回归公益
势在必行

回归初衷
分两步走

第一步：适当商业化操作，
培训价格低于市场价。
第二步：积极争取财政支持
基础上，发动社会力量支持。

抓好三要素
实现公益性

专 家
之 策

青少年活动中心都应该
回归公益。政府在资金上
也应该予以进一步支持。

一是政府重视。
二是经费保障。
三是与学校教育紧密衔接，
努力整合社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