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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能）又到一年升学季。这段
时间，东方市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每天都迎来一
批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记者获悉，东方
市2012年-2014年连续3年助学贷款还款率超
过95%，远远高于85%的要求。

“我们专门请了10个志愿者。”东方市教育局
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错开学生申请
高峰，他们按本科、专科分开办理时间。此外，还
提前启动了助学贷款预申请工作，

预申请对象主要是本地户口和在本地就学的
应届高中毕业生，而且高三阶段要获得国家贫困
资助的应届毕业生。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是由普通
高中学校汇总预申请学生，送至地方学生资助中
心，核对预申请信息，并在预申请系统中录入，之
后上报预申请。

据悉，生源地助学贷款是有效帮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的一种方
式，由政府财政担保，在校期间免息。贷款金额原
则上不低于（含）1000元，最高限额为每人每学年
（含）8000元。

东方市教育局副局长唐传花说，我省2009年
开始与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合作实施生源地助
学贷款工作。从2012年到2015年，该市贷款学
生开始还款，每年还款率都超过了95%，远远高
于开发银行要求的85%。为此，他们获得开发银
行2次优秀、1次良好的奖励。

“现在才开始，以后还款的人会越来越多，我
们肯定会越来越忙。”唐传花说，虽然辛苦，但都是
为了学生，为了教育。

东方连续3年助学贷款
还款率超95%

上一周，BBC专题纪录片《我们的孩
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学校》刷爆网络，公
众号们争相转载视频，中英两国的媒体
也对该片做详细的报道和评论。虽然也
有媒体指出BBC存在自导自演、故意贬低
中国式教育的嫌疑，但该片的播出仍然
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方文化冲突和教育
方式的争论。对于中国式教育，我们已
经再熟悉不过，那么英国式教育又是怎
样的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位中国家长
对英国教育的感受中略见一斑。

编者按

去年，我们来到英国，女儿幸运地得
到了体验各种行业的机会。

来这里的第一个暑假，她参加了社
区为中学生免费举办的夏校。夏校里有
十几门课程可以选择，女儿选择了她感
兴趣的4门：电影拍摄、T恤衫设计、音
乐制作和美术。这4门课中，时间最长
的是电影拍摄，一个星期；最短的是T恤
衫设计，只有两天。这4门课都给女儿
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比如电影拍摄，可不是只教教相关知
识，而是把班上的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
都配了设备，自己真刀真枪地拍电影。这

就涉及到拍什么？怎么拍？谁负责设计剧
情？谁当导演谁当演员等问题。我女儿所
在小组共5个人，他们决定拍一部喜剧片，
内容是“两个较劲的男孩”，由2个男生任主
角，其他3人客串配角。大家一起设计情节
动作，忙得不亦乐乎。

这门课结束之后，我们收到了正式
的请柬，学生们的电影作品将要在大英
博物馆展播，请父母亲友出席。那天，我
们都特地穿上最好的礼服，现场气氛热
烈。所有的作品都被播出了。有一个动
画片，甚至只有一个镜头，也得到了大家
鼓励的掌声。女儿小组的作品在里面算

是精品了，他们设计的情节挺搞笑，两个
男孩下楼梯较劲，吃饭较劲，追女孩较
劲，镜头虽然看上去笨拙但也基本表达
了意思，引发了阵阵笑声。

女儿之前一直对电影感兴趣，但从
未想过自己也能参与导演、拍摄，这次经
历极大地鼓励了她。她一度想跟同学一
起办个公司，申请一笔风险投资，拍一部
真正的微电影。她和同学一起研究了
BBC风投基金的投资偏好，甚至把如何
在媒体上造势、做啥样的海报都考虑好
了。如果不是因为英语还说不利索，年
龄也不到（在英国办公司需要16周岁以

上），她几乎真的要去付诸实施了。
暑假过后，恰逢10年级选择GCSE

课程，女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媒体这门
课。带着极大的热情去分析研究各种媒
体作品，包括DVD封面设计、电子游戏
设计等，并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如
果不是夏校的这门电影拍摄课，她怎么
能发现其中的乐趣呢？

而夏校里的美术课，则使她有了第一
次人体素描的经历，也让从未经受相关训
练的她一下子爱上了美术。开学之后，她
就把自己的一门选修课“公民教育课”换成
了艺术课，这也成为她最热爱的课程之一。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陈诗雨

中小学生辅导班、幼儿兴趣爱好班
……暑假过了一半，但海口放了假的孩
子们似乎并不清闲，各色暑期培训班招
生异常火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招生广
告。近日，记者走访了海口部分培训机
构，探访培训班暑期“高烧”现象。

学生：
利用好自己的暑期时间

记者在位于海口市海秀路的一家培
训机构采访时，几位学生正在课间休息。
小学毕业准备上初中的王俊凯说：“小学
毕业了，这个暑假没有作业，不想浪费时
间，想用暑假时间来学习自己英语这门比
较弱的学科，而且许多同学都在上补习
班，自己如果不学习的话，会落后的。”

还有同学表示，自己暑期不仅参加
了文化课的培训班，还有钢琴、舞蹈等兴
趣爱好的培训班。有些孩子表示是自己
愿意去学习，但也有不少孩子坦言只是
为了完成父母安排的任务。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家长热衷于
暑假期间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家住龙
华区的张女士说：“家中有一名上高中的
孩子，学习很紧张，我们花多少钱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希望他能利用课余时间真正
学到知识，也希望通过培训班拴住孩子，
不让他到处疯玩。”张女士表示，家里有很

大一部分支出都花在孩子的培训班上了。

培训机构：
可通过试听选择适合的机构

在海口市区随处可以看到“XX暑
期培训一对一”“暑期提分，找XX培训”
等广告海报，在海秀中路、解放西路人
行道上分发的宣传单中，暑期学生培训
班的居多，广告内容五花八门，有英语、
作文、数学等中小学主课程，也有钢琴、
美术、跆拳道等兴趣培训班的招生，收
费标准各有不同，少则一期几百元，多
则超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口市针对
中小学生文化课补习培训的机构有近
百家，有新西方外语、明大教育、黄岗
理科等有办学许可证、有一定规模的
培训中心或学校，也有许多没有证照
的培训班隐藏在写字楼或者小区居民
楼中，暑期收费价格从500元到2万元
不等。

在一家中小学培训机构，记者探
访时发现许多小学毕业准备升初中的
学生正在学习英语课程。该机构的负
责人姬红波说：“海口培训机构的暑期课
程大多是从7月中旬开始，相比平时，暑
期想要参加培训的人数会有所增加，各
个培训机构的广告也都集中在暑期发
布，会有许多家长不考虑孩子自身情况，
盲目追求广告宣传的效果。”

业内人士认为，为孩子报名培训班
不要随从广告效应，许多学校都有试听
课，要能通过试听了解培训机构的教学
水平。在不了解培训学校的情况下把孩
子送去培训班，不仅浪费了学费，更重要
的是浪费了孩子宝贵的时间。

培训班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绩，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为了学生
在学习中收获快乐，培养一个良好的学
习习惯，“选择培训机构要看适不适合学
生，适合学生的才是最好的。”一位培训
机构的负责人说。

老师建议：
补课要适度，选学校要谨慎

从事教学工作已经十年的海口某中
学教师王老师表示，现在外面的培训机
构良莠不齐，许多培训机构教师资历不
够、流动性大，有的甚至临时招聘大学生
兼职做讲师。

王老师建议，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学
习情况，了解自己在哪些方面比较弱，
再决定是否参加补习。家长也应综合

考虑孩子的学习自主性和家庭经济情
况，多征求孩子的意见。暑假是孩子放
松休息的时间，孩子的学习虽然重要，
但不能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否则效果可
能会适得其反。

据了解，教育有关部门每年暑假都
会对各个辖区的培训机构进行检查，对
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培训机构责令整改，
但证件不齐全的教育培训机构也确有存
在。因此，建议家长给孩子报班时，一定
要查看办学许可证，最好和培训机构签
订协议，遇到问题可向教育部门反映。

暑期孩子补课忙 培训班年年“高烧”

英式教育：体验＋尝试＋选择＋……

教育的作用不是改造，而是发现

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暑期里参加兴趣培训班的孩子们。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在英国苏格兰的克里夫小镇，孩子们在跳舞。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小孩子总有各
种各样的梦想。我
女儿三四岁的时候，
她的梦想是当一个
电梯工；上了小学，
她爱上看电影，想当
个“电影院院长”，自
己还煞有介事地设
计了一个电影院，里
面有专门的小朋友
放映厅；上中学之
后，她开始对摄影和
设计感兴趣，一度想
成为广告设计师；后
来，她在自己办过两
本所谓时尚杂志，为
同学出过一个音乐
专辑之后，却又感到
迷茫，不止一次问
我：“妈妈，我将来究
竟干什么好呢？”

这个问题，我无
法回答。事实上，这
也是孩子要自己做出
的最重要的决定之
一。所幸，她还有很
多的机会，可以慢慢
去发现自己究竟爱做
什么，能做什么。

不知道这些经历，会对孩子最终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孩子们尝试了很
多，也放弃了很多，但是，如果不经历这
些，他们怎么会有机会发现自己的乐趣
和天赋所在呢？

这让我想起 2009 年奥巴马对全
美中小学生发表的演讲：“你们中的每
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东西，每一
个人都是有用之材，而发现自己的才
能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对自己担起的

责任。教育给你们提供了发现自己才
能的机会……”

的确，教育最伟大的作用不是改
造，而是发现，是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自己
的乐趣、天赋和才能。正如雅斯贝尔斯

所说：“教育只能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
来促使人的发展，教育不能改变人生而
具有的本质。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认识
到自己天分中沉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
教育来唤醒人所未能意识到的一切。”

有一次体育课上打篮球，实行分组
对抗，女儿被分在较弱的一组。他们的
比分一直落后，可到临下课的时候，女
儿不知哪来的神勇，接连投进两个3分
球，结果他们小组赢了！这戏剧性的一
幕被老师看在眼里，她立刻把女儿吸收
进校队，第二天就作为替补队员，参加
了与外校的一场比赛。女儿一共只上
场3分钟，还摔了一个跟头，但那却成
为她永远的骄傲回忆。后来，她觉得这
种激烈的对抗性活动并不适合她，因而
放弃，但是她毕竟有过这个珍贵的可以
选择的机会。

学校里下午3点就放学，但各种各
样的社团和兴趣班可以给学生提供众
多领域去尝试。本学期我女儿选择了
击剑。击剑在国内还不普及，学费很
贵，我们也从未想过孩子能学习这项运
动。而这里有一个专门的老师免费教
授，非常耐心，即使只有一个学生来上
课，也会悉心指导。现在击剑成为女儿
很喜欢的运动。

他们学校里还有个乐队，是热爱音
乐的一帮学生自己组织的，有一位音乐
老师担任指导。去学校不久，音乐老师
了解到我女儿会吹长笛，就积极鼓动她

参加。在国内时，我女儿在校乐队呆了
差不多5年，但这次，她有了完全不同的
认识：“以前我们都是按谱子来演奏，指
挥严格要求，我们的最高目标就是把谱
子吹好。这里可不一样，大家在演奏中
可以随性添加一些小花样，配合都很默
契。”

“那个长号吹得差点，鼓手老是帮
他。有一次他实在跟不上了，鼓手一通
炫技帮他掩盖过去，可下来就把鼓槌扔
他脸上啦！我们老师说：拜托，咱们就
剩一付鼓槌了，再扔坏可就没了……”

这种欢乐宽松的气氛，是女儿在国

内严谨的乐队里从未感受到的。她发
现，原来音乐可以这样“玩”啊，乐队可
以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一个团队！

进入十年级以后，学校要安排每年
两周的社会实践。我女儿被安排进入
一家著名花木公司，从事种花、整理资
料等工作。她第一次知道原来在这个
不起眼的行业，也能靠着精巧的设计、
敬业的精神把生意做得如此之大：伦敦
金融街的很多大银行大公司都是他们
的客户，而每年公司组织的花展，是伦
敦最著名的花展之一。这让她震惊，也
让她学到很多。

夏校里的尝试■
刘

群

本报讯（记者郭景水）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
我省2015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定于9月
11日至11月20日进行，网上申请时间为9月11
日至10月16日。户籍或工作地在海南省内，截
止2015年12月31日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符合国家及我省规定的申请条件，参加国家中小
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并取得《中小学和幼儿
园教师资格合格证明》而未认定的人员，可以参加
认定。个别2011年入学、2015年我省各高等学
校师范教育类专业应届毕业生，上半年来不及申
请的也可以申请认定。

据了解，认定教师资格条件按照《海南省中小
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等有关规定执行，学历要求：申请幼儿园、小学
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申请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应当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申请中等职
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专及以上学
历，同时还应具备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普通话水平等
级标准执行《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要求，其中：申请普通话和语
音相关任教学科应当达到一级水平，申请任教学
科为语文和对外汉语的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
平，申请其他任教学科的应当达到二级乙等以上
水平。

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要在2015年9月11
日至 10月 16日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
www.jszg.edu.cn）进行网上申报。在“教师资格
认定网上申报”栏下方选择“全国统考合格申报人
网报入口”（2015年我省各高校师范教育类专业
应届毕业生在“教师资格认定网上申报”栏下方选
择“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点击“注
册”），选择相应的认定机构，并按要求完成申报。
申请人要仔细阅读注意事项，准确、如实填报申请
信息，上传符合要求的电子照片，通过网上报名系
统打印《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并按规定时间、地
点进行现场确认。

我省下半年教师资格
认定时间敲定
网上申请时间为9月11日至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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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生周旋旋 记者侯赛）2015年
“寻找海南最美教师”评选活动投票阶段自7月
22日拉开序幕后，无论线上线下都掀起了广泛的

“竞美”风暴。截至8月8日，南海网网络投票最
新显示，最美教师最佳人气榜上已有6名教师票
数破4万，有11名候选人票数均超过3万。

据了解，由省教育厅、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光
明日报海南记者站联合推出的2015年“寻找海南
最美教师”大型公益活动，于今年3月17日正式
启动。60名最美教师候选人已经被“大众推荐”
出来，一同角逐10名最美教师及10名最美教师
提名的名额。

“寻找2015海南最美教师”评选活动的投票
时间截至8月31日。

最美教师角逐仍在火热进行

六名教师票数已破4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