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车标牌申领流程

1.学校或校车服务提供
者向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提交
书面申请和证明材料。

2.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收
到申请及材料后进行审查，符
合要求的决定予以受理。

3.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收
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
日内，分别送同级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管理部
门征求意见。

4.市县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
当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

5.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应
当自收到回复意见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
本级人民政府。

6.市县人民政府决定是
否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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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措并举推进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系紧学生上下学系紧学生上下学““安全带安全带””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7月14日晚上，“承诺
与兑现——2016年党风
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公
开评价”直播曝光了海口
市、临高县等市县部分学
校使用“黑校车”接送学生
上下学现象，还指出在其
他部分学校，校车虽然取
得标牌，但合格证超期后
仍照常使用。

回想起令人痛心的深
刻教训——6月20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艺童
幼儿园将一名幼童遗留车
内，导致幼童窒息死亡。
这起事故，给我省教育系
统敲响一记警钟。

■ 本报记者 丁平

7月 8日至9日，海南省乡村教
育发展促进会在海口举行了2016年
度支教老师招募面试会，今年秋季开
学后，他们计划为海南33所乡村学
校委派50位志愿者教师。据记者了

解，本次招聘仅有30名左右面试者
合格，对此，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相关负责人呼吁，希望有更多年轻学
子参与乡村教育事业，为海南乡村教
育献力。

海南乡村教育促进会是经海南
省教育厅批准，海南省民政厅注册成

立的非营利公益社会组织，主要业
务是向有需求的乡村学校委派志愿
者老师、助教助学等。乡村教育促
进会接受社会捐赠，扶持乡村教育
发展，他们为志愿者老师提供每月
2000元的生活补贴，并购买一份人
身意外险。

当天来应聘教师的屯昌姑娘小
林 2015 年 7 月毕业于海南师范大
学信息技术专业，之前在某民办教
育辅导机构辅导数学，2015 年年
底，她改去商场卖衣服，月薪 4000
元左右。“虽然支教这份工作，只有
2000元的生活补贴，但我觉得能为
乡村教育做点贡献，非常有意义。
我比较想去屯昌东岭小学，教数
学、综合课都可以。”接受记者采访
时，小林说。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伟学校
校长杨龙是本次志愿者老师招聘的
面试考官。杨校长今年45岁，他说，

“我这年纪，在我们学校并不算大。
我们学校领导班子有三人，平均年纪
为50岁。而学校的教师，50岁以上
的就占到三分之一左右，一些年纪较
大的老师，上不了课，但却占着编
制。”

教师老龄化严重，带来一个直接
问题就是授课教师缺乏。“现在最缺
的就是英语老师。我们学校有小学、
初中两个部分，只有3名英语老师。
现在，学校共缺3名英语老师。”杨龙
介绍，该校还缺的音乐、舞蹈、美术老
师。按照规定，小学生1-2年级每周
要开4节音乐、舞蹈课，小学生3-6
年级每周要开4节音乐、舞蹈课，中
学生每周要开2节音乐、舞蹈课，可
现在学校的老师根本不够。

解决教师师资短缺，单靠招聘代
课教师，根本满足不了。“一个代课教
师，一年至少要花3万元，但学校每
年经费有限，解决不了师资短缺问

题。”杨龙无奈地说。
在这次招聘中，杨校长想寻找比

较优秀的年轻教师。“不少前来面试
的学生，知识储备还不够，教学经验
也不足。”杨校长建议，选聘志愿者老
师应宁缺毋滥，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也可以提高补贴标准，增强对优秀人
才的吸引力。

由于毕业生应聘乡村教师的数
量还不是很多，此次招聘的人数还远
远达不到乡村学校需求。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希
望各高校的相关专业学生积极参与
乡村教育这项公益事业。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长
年招募志愿者老师，只要是愿意到乡
村学校教学，经考核合格符合乡村支
教老师条件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并
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海南乡村教育
这项公益事业。”海南省乡村教育发
展促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南乡村教育促进会今秋计划为全省31所乡村学校输送50名教师

希望更多学子参与乡村教育事业

6月20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
镇艺童幼儿园幼童窒息死亡事故，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地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启动问责程
序——对县教科局局长、党委书记徐
光强做免职处理；对县教科局分管普
教股的副局长、党委成员林涛做免职
处理并进行立案审查，对县教科局普
教股负责人陈振宇进行立案审查；对
本号镇分管教育工作的副镇长陈广
继做免职处理。同时，对县教科局、

本号镇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艺童幼儿园事件与“承诺与兑

现”直播暴露了我省校车安全仍存隐
患，比如，未取得使用许可的非法校
车在一些市县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农
村地区，部分学生家校距离较远，学
生上下学交通乘车需求较大，而一些
农村地区的道路尚不具备开行公交
客运和专用校车的条件，学生乘坐无

证运营车、拼装车、超载车的现象仍
然时有发生，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
患。校车安全管理的一些细节也还需
要进一步完善。比如部分学校的校车
安全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有关制度
还没有与《条例》和《办法》接轨等。

7月15日，省教育厅召开专题会
议，对被曝光的海口市、临高县两地
教育局下达重大事项整改督办单，并

决定开展全省中小学校、幼儿园校车
安全专项治理工作，推动校车安全隐
患得到有效整治。

“学生安全无小事！”省教育厅副
厅长廖清林说，我省高度重视校车安
全管理及交通安全工作，早已建立海
南省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制度，通
过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与各市县政府
和中小学校上下联动、齐抓共管，认真
贯彻落实《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海
南省校车安全管理试行办法》。

校车安全隐患推动管理工作细化

一辆合格的校车应该具备什么
资质？

每一辆被认定为“合格”的校车，
背后都有一本厚厚的“准生证”。廖
清林介绍，备齐校车标牌申请材料
后，学校或校车服务提供者需首先向
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教育行政
部门接到申请后，将分别送同级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管理部
门征求意见。收到回复后，教育行政
部门又要提出审查意见，报本级人民
政府决定是否予以批准。获得政府

批准后，学校或校车服务提供者才可
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领取校车
标牌。

一套流程涉及多个部门，每个部
门又有许多审查环节。比如，收到教
育行政部门的征求意见材料后，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需通知申请人交
验机动车，对校车标志灯、停车指示
标志、卫星定位装置以及逃生锤、干
粉灭火器、急救箱等安全设备进行查

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需要对校车的
行驶线路和停靠站点的安全状况进
行审核。

廖清林说，在这期间，即使申请
人能够密切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工作时
间，但如有一项未能通过查验、审核，
审批工作也将受到影响而延后。如
部分市县政府因校车行车路线存在
道路安全隐患而签署不同意校车使

用许可的意见，也是导致部分市县新
校车上牌难的原因之一。

辛苦取得的校车标牌有效期仅
有半年，但并非每半年学校或校车服
务提供者都需要“重走长征路”，他们
只需在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向机动车
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
志，再凭此标志到校车标牌核发地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换发校车标牌
即可。检验合格标志从申请到发放，
按规定不得超过1日，并不影响校车
正常使用。

合格校车要有“准生证”

每一辆行驶在城里乡间的校车，
都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

2015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共查处校车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198起，其中查处校车未按规
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46起，校
车驾驶人未系安全带55起，使用未
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6
起，违反交通信号通行3起。

但要治好顽疾，须得标本兼治。

廖清林指出，当前我省义务教育发展
很不均衡、学校布局不够科学，是导致
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
加的根本原因。记者了解到，目前，我
省已根据城镇化发展趋势和村镇规划
要求以及人民群众的客观需求，综合
考虑区域内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学龄
人口分布、城乡建设规划等自然和社

会发展因素，制定了《海南省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合理确定各
类学校布点、学校规模和覆盖范围，尽
量缩短学生上下学路途时间。

同时，省教育厅还将进一步规范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程序，严禁随
意撤并学校，确保中小学生就近入
学；进一步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小

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
施意见》，要求全省各初级中学不得
以任何考试的形式招收学生，全面落
实好义务教育免试、免费、划片就近
入学要求，从源头上减少学生上下学
的乘车安全风险。

廖清林表示，省教育厅将会同省
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
切实履行好校车安全管理职责，为乘
坐校车上下学的学生系好“安全带”。

严查严打力求标本兼治

家有儿女

假期，陪着孩子
一起干家务
■ 戚美英

进入初三以来，发现女儿因粗心大意失分
的现象非常严重。常常越简单的题目越容易
出错，比如1乘以1/2等于1，政治历史题目漏
掉范围，物理题目看错单位……如此种种无厘
头的错误不胜枚举，且答卷常常乱涂乱画整体
布局缺乏美感。每一次，我和老师们都痛心疾
首，孩子也追悔莫及。然而，悔过恨过，却依然
再错过。作为一线教师，我清楚地知道这种现
象绝非个案。

怎样才能有效帮助孩子们克服这些缺点
呢？

细细剖析，其实孩子粗心大意的性格多源
于生活中大大咧咧的行为习惯。因为忙于学
习，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很少干家务。即便是丢
个垃圾，都可能讨价还价。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父母当牛做马，孩子埋头于书山题海。这
一切，仿佛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一样自
然。和许多孩子妈一样，总想着，孩子忙嘛，长
大了自然就会了。孩子们也根本不屑于家务，
甚至戏谑地说：我以后努力工作，家务活交给
保姆就是了。

然而，生活即智慧。在全社会大势呼吁素
质教育的时候，不禁想，什么是素质教育？素
质教育仅仅是琴棋书画体育舞蹈等等之类
吗？其实不然，除了学习，会吃会玩会生活都
是孩子们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而这些，常常
因为学习忙碌或某些所谓的素质教育而被忽
略，甚至抛之脑后。

现实中发现，不会干家务的孩子可能缺乏
观察能力和时间空间的统筹能力，做事不严
谨，丢三落四，而这种行为习惯表现在学习中，
往往粗心大意，犯一些低级错误，且屡教难改，
导致非智力失分严重。

心灵才手巧。孩子观察能力的培养靠的
是眼睛更是心灵。一个用心生活的孩子，才会
发现家里哪里脏了乱了并随手收捡，而不是随
手乱扔乱放让家长跟在身后为其收拾。一个
会干家务的孩子，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的
统筹能力。就拿做饭来说吧，如何才能在有效
时间内烧一桌可口的饭菜，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是有学问的，可以一边做需要花时间烧制的菜
品一边洗菜备菜，充分节省时间。再比如一边
做饭一边收拾厨房器具，如何摆放才能使厨房
看起来干净整洁可以培养空间统筹能力。当
然，备菜时怎么搭配营养，如何注意菜形菜色，
如何调配佐料，每一样都是细活，不仅需要细
心，更需要耐心和爱心，这对于培养孩子细心
严谨的行为习惯是大有裨益的。家务劳动是
孩子成长的“促进剂”，孩子应该在劳动中长
大，劳动使之长大，而非长大了才劳动。

教育专家尹建莉说过：“孩子真正属于父
母的时间只有十几年，如果不珍惜和孩子相处
的时间，就错过了生命中许多美妙的时刻。要
培养一个出色的孩子，父母必须有这样的意识
和自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亲情是最好的营
养品，餐桌是最好的课桌，家是最出色的学
校。”

在这所学校里，家长和孩子都应该是学
习的主体。假期里，让我们陪着孩子一起劳
动，一起干家务，一起分享干家务的乐趣，享
受家的温馨，和孩子平等交流，做真正的良
师益友，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
惯吧。

这个假期，我要陪着孩子一起干家务，一
起成长，你呢？

新黄流中学澄清高收费传言

学费将完全按
公立学校标准收取

本报讯（通讯员邢丽莹）华东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与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签订合作办学
协议以来，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经过一年多的
筹建，新黄流学校的规模日益显现，也引来了不
少家长学子对其学费、住宿费等的猜测。

6月30日伴随乐东学子上海游学团的开
启，社会上对新黄流中学的学费收费标准愈传
愈烈。民间甚至有传言学校初中收取学费一万
元，高中收取学费三万元。对此，学校在7月
10日也在相关媒体网站发布了声明。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
是一所公立制的全寄宿制的完全中学。学校的
学费会按省内同等同类学校的收费标准来收
取（如黄流中学高中学费每学期350元，海南中
学高中学费每学期500元。九年义务教育初中
阶段不收取学费），最终新黄流中学的学费收取
标准还需等待物价部门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来确
定。

日前，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建
设中。7月底要完成学校整个基建工程的验收
工作，8月初教师到位，中旬开始岗前培训并开
启卓越学院黄流营的课程训练，下旬安排学生
军训并策划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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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辆行驶在城里乡间的校车，都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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