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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加强对各类中小
学生竞赛活动规范管理，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面向
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为名
目繁多的竞赛戴上“紧箍咒”。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一
些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了诸多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竞赛活动，由于缺乏规范和管
理，有的违反规定擅自组织进行，有的存在严重“应
试”倾向，有的与招生入学挂钩，有的名为发展教育
实为谋取利益，各类竞赛造成了中小学生过重的课
外负担，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管理办法提出，从严控制、严格管理面向中小学
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原则上不举办面向义务教育阶
段的竞赛活动。

管理办法明确，竞赛应坚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主办方、承办方不得向学生、学校收取成本
费、工本费、活动费、报名费、食宿费和其他各种名目
的费用，做到“零收费”，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嫁竞赛活
动成本。

管理办法还强调，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
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在竞赛产生的文件、证书、奖章
显著位置，要标注教育部批准文号以及“不作为中小
学招生入学依据”等字样。 （据新华社电）

清华大学全球排名
跃居亚洲高校之首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9年世界大学排名日
前揭晓，中国清华大学取代新加坡国立大学，跃居亚
洲高校之首。

今年的榜单包含全球 8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5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牛津大学蝉联榜首，剑桥
大学保持第二，第三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整体
而言，美国高校继续占据榜单主导地位，上榜高校
数量最多。

清华大学全球排名第22，为中国大陆排名最
高的大学，比去年上升8个名次；北京大学名列第
31，比去年下降4个名次。

清华大学还超越排名第23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成为亚洲排名第一的高校。这是2011年以来中国
高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取得的最好
成绩。

中国大陆今年有7所高校入围前200名，除了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还包括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
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香港地区有5所高校跻身前200名，其中
香港大学名次上升4个名次，排在全球第36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以教学、研究、知
识转化、国际视野等多项指标衡量大学综合实力，被
视为最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之一。 （据新华社电）

我国校园足球蓬勃开展
今年已培训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长、
骨干教师近1.7万人

近日，全国校园足球骨干师资第68期国家级培
训班在重庆市南岸区结业，来自湖北、贵州两省的国
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301名校长参加培训。

全国校园足球国家级培训项目总负责人、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体卫艺研究所所长吴键介绍说，
2018年共计培训2017年被教育部认定的6837所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长、骨干教师近1.7万人。

近年来，校园足球蓬勃开展。截至2018年 9
月，教育部在全国布局了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24000余所，提前完成目标；并从2015年开始，连续
三年对国家级特色学校校长、骨干教师、教练员、行
政管理干部等进行了专项培训，总计培训学员5万
余名。

本次培训班安排了业内人士专题讲座、足球比
赛观摩等环节，学员还参观了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
辉小学等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珊瑚浦辉小学场地狭小，仅有一个200米环形
跑道。在校长刘君的带领下，该校通过设置小型化、
趣味化的足球射门、带球等科目，充分利用学生碎片
化的课余时间提高学生参与度和场地利用率，为学
校克服场地限制、破解学生学业与训练矛盾提供了
有益借鉴。 （据新华社电）

中小学生全国竞赛
被戴上“紧箍咒”

10月3日，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
复习，唐菊坐在教室外背书。她每天
早上7时到自习室复习，晚上10时半
才回宿舍休息，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
了将近一年，“我复习的时间不算长。
我的室友上午6点半就出门了，晚上
回到宿舍还在抓紧时间继续学习。”

“目前，很多学校招聘老师时，硕士
学历是基本条件。我希望能考上本校
师范类应用数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提
升未来就业的竞争力。”唐菊说。这个
国庆假期，她一直在学校备考，“很快就
要考试了，必须抓紧时间复习。”

与唐菊一样，数千里之外的沈阳
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四学生于
子祺这个国庆长假也一直在复习备
考，“离硕士研究生考试只有两个多
月，我想抓住机会努力拼一把。”

随着“考研热”不断升温，考研成
为众多大四学生的“标配”。许多考
生将考研视为人生中的第二次高考。

在西南地区一所大学就读的大
四学生张婷婷，今年计划报考一所北
京的“211”大学。张婷婷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我就读的本科学校不是

“211”院校，希望通过考研进一步提
升自己的学历水平。我以后想到北
京工作，考取当地的研究生更有利于
将来的就业。”

在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8年
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中，一
项关于考研动机的调查显示，“改变学
校背景出身，提高就业竞争力”是“考研
族”的主要动机，所占比例超过70%。

■ 陈鸣默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
渗透进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社会
拥抱互联网带来的新发展、新变化时，
青少年也必然不可能断绝与网络的联
系。因而，在现阶段下，如何预防青少
年沉迷网络，便需要大智慧。

现今青少年沉迷网络问题，已不仅
仅是沉迷网络游戏这样的单一问题。
直播等新形式的网络娱乐方式的兴起，
让青少年所需要面对的网络诱惑越来
越多。此前媒体报道就有如小学生为
打赏主播，偷偷花掉家里数万积蓄；农
村少年正在被手机游戏吞没，手游瘾成
为乡村“流行病”等。诸多案例表明，解
决青少年沉迷网络问题已迫在眉睫。

作为国家未来的青少年，过度沉
溺于网络不仅影响身体健康，严重者
还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甚至成为家
庭和社会的负担。有专家就指出，网
络成瘾人群多数患有其他精神障碍，
如网络成瘾者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罹
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障碍或焦
虑障碍也远高于一般人群。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解决青少年
沉迷网络问题的手段直接单一，那便
是切断其与网络的来往，但这一手段
显然无法适用现今语境。切断和这一
不断迭代、不断推陈出新的事物的沟
通，将会使人跟不上社会进步的步
伐。现在的青少年属于网络时代的原
住民，主要娱乐方式必然来源于网络，
因而，来自家长和学校的教育不可缺
少。让家长和学校保持对青少年网络

使用的正确教育引导，并让家长和老
师形成自身示范效应，仍然还有很大
的进步空间需要努力。

当青少年沉迷网络问题已成现象
级问题，常规的疏导起不到应有的作
用，全社会共治才是首选之策。故而，
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问题在现阶段不
能仅仅依赖家庭和学校。

青少年作为价值观尚未健全、自
控力尚弱的群体，面对来自网络的诱
惑，其抵御能力无法和成年人相较。
但目前的网络游戏、网络直播平台等，
显然没有针对青少年群体做单一的用
户人群设定，以避免青少年沉迷网络
和受到来自网络的负面影响。

比方说，网络游戏设计之初并没
有针对青少年群体做单独优化或预案
设计，使得在同一网络平台下，未成年
人容易同个别成年人的交流中，沾染
不良信息影响身心健康。再比方说，网
络防沉迷机制是否真正有效地防止青
少年长时间使用网络，从目前现实来
看，效果甚微。包括网络直播等实时性
网络产品，如何确保主播播出内容不存
在潜在的暴力、色情等容易引诱青少年
沉迷的信息，也应该值得关注。

这些问题不是家庭、学校、游戏公
司、互联网公司、有关监管部门等单一环
节能够单独解决的，需要全社会共治。

日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青少年健康教
育核心信息及释义（2018版）》正式公
布。近视、超重、吸烟，以及抑郁等心
理问题和网络成瘾等9项危害青少年
健康的主要问题被纳入。这意味着，
预防和解决青少年网络问题，已不单
单是个体之事，更是关乎社会发展的
大事。 （据《光明日报》）

“考研热”逐年升温
专家提醒：逃避心态、盲目跟风不可取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这个国庆假期，当人们外出游玩
之时，海南师范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大
四学生唐菊和往常一样，每天上午7
时就到教室备战考研。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发现，距离考试只有两个多月，和
唐菊一样，我省众多考研学子在各大
高校的教室和图书馆里抓紧复习。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238万
人，比2017年增加37万人。其中，应届
考生131万人，比去年增加18万人；往
届考生107万人，比去年增加19万人。

“历年的公务员考试中，一些较
好的岗位对学历要求较高，硕士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才能报考。”在国
内一家知名考研机构就职的夏老师
表示，很多“考研族”都希望通过高
学历找到一份心仪工作。此外，“名
校情结”也是导致“考研热”逐年升
温的一个重要因素。

媒体调查发现，人们考研的原
因各不相同，大多还是为了自我增
值，能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很多学
子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相对清晰的规
划，既契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
合自身的特点。不过，也存在一些
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有延缓就业
时间的逃避心态，有追逐热门专业

的盲目跟风等。
在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云大津看来，如今，考研、
考博不断升温，有些人是为了提升
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还有不少人
是对未来感到迷茫，将考研作为找
工作的“敲门砖”或是延缓就业的

“权宜之计”，这样的学习动机无疑

将直接影响学习效果。
有关专家建议，目前，“考研热”

不断升温，高校应在考研问题上对
学生加强指导，引导他们根据自己
的个性和兴趣，更合理、更科学地规
划未来。“考研族”应结合自己的性
格特长和兴趣，选择合适的学校和
专业报考，切忌盲目跟风报考。

数据显示，在2018年的全国考
研人数中，往届考生达107万人，比
去年增加19万人。越来越多的往
届生纷纷加入考研大军。

海南师范大学毕业生李静，去
年考研因为英语分数没过线而落
榜，今年她想再考一次。她表示，考
研不仅是为了给文凭镀金，“去年复
习了整整一年却没考上，我有点不

甘心，还想再试一次。”
今年，李静计划报考福建师范

大学物理学专业。为了做好充分的
准备，去年毕业后，她没有找工作，
而是一心一意备考。

李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有了
第一年的备考经验，第二次备考学
习较为顺利，但是压力也比较大。
欣慰的是父母对她的选择十分支

持，常常打电话让她轻松应考。
周恺捷（化名）大学毕业后，在

海南一家省级媒体已工作两年。毕
业于一所“二本”院校的他，目前的
工作相对稳定。从去年开始，他决
定复习考研，“工作后感觉肚子里的

‘墨水’越来越少，想再读书充实一
下。现在还没有成家，正是读书的
好时机，结婚以后顾虑就多了。”

周恺捷坦言，上班族考研最难
平衡的是工作与复习的时间。他白
天要采访编片，不能像学生那样全
身心投入到复习中。每天工作回家
后都要复习到深夜。

采访中，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不断更新，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在职人士也纷纷加
入在职考研大军之中。

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
需社会共治

秀特色、显实力、拼创意……近
日，儋州市第二中学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社团成果展及社团招新活动。跆
拳道社、广播站等众多社团成员使出
浑身解数，进行即兴表演，吸引了众
多学生的目光。

据了解，目前，形式多样的学生
社团已成为许多学校富有青春色
彩的靓丽风景线。作为校园文化
建设的重要载体，我省许多学校的
学生社团每年都会举办丰富多彩
的社团招新活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资讯

热点

快言快语

教育周刊投稿信箱：

2996130659@qq.com
联系电话：66810131

考研成众多大四学生“标配”

越来越多往届生加入考研大军

考研切勿盲目跟风

社团招新花样多

﹃
考
研
族
﹄
在
海
南
师
范
大
学
自
习
室
备
考
。
本
报
记
者

林
晓
君

摄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25分 印完：3时5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