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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第六期学前教育
对口帮扶名单公布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省教育
厅日前公布了第六期学前教育对口帮扶名单。其
中，10所省示范幼儿园将对口帮扶14个市县的28
所幼儿园，海南师范大学将对口帮扶海口市和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将对口帮扶乐
东黎族自治县，琼台师范学院将对口帮扶屯昌县和
定安县。

根据安排，第六期学前教育对口帮扶时间为
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省教育厅要求，各有
关高校、省示范幼儿园要立足被帮扶市县（区）和幼
儿园实际，从环境创设、场地选择、保教活动开展等
方面入手，在规范被帮扶幼儿园办园行为的基础上
帮助被帮扶园形成鲜明的办园特色。省示范幼儿园
要帮助被帮扶园规范园务管理，建立健全保教工作、
安全防护、卫生保健、日常消毒、家园联系等各项制
度，推进被帮扶园各项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
化建设。

省教育厅要求，帮扶双方要建立结对帮扶工作
领导小组，做到帮扶活动有计划、有方案、有措施，活
动有记录并建档立卷，努力提高帮扶活动的规范性
与实效性。

资讯

热点

在线教育
不是在线欺骗
■ 张成林

在线教育机构的推销员向消费
者承诺，该机构与所谓的“司法部”
有关系，可以在考前20分钟拿到“真
题”，学员花近两万元就可以“保
过”……近日，据央广网报道，以上
是不少在线教育机构对外营销课程
的套路。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消费
者考试后会发现，推销员所称的“真
题”、押题并不靠谱，两万元和几千
元的课程内容并无太大区别，学员
想要退款极其艰难。在线教育成了
在线欺骗，行业乱象频发，实在让人
忧心。

在线教育，可突破学习时间和
地点的限制，推动学习的便利化、全
民化，本是教育方式的一大革新。
然而，近年来，随着在线教育市场的
不断扩大，一些别有用心者不断渗
入。他们没有思考如何将在线教育
做精、做深，反而利用互联网的便利
性、隐秘性，以“密卷”、保过等虚假
宣传大肆圈钱。这极大背离了在线
教育的初衷，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
康发展。

事实上，在线教育行业出现的
一 些 问 题 已 饱 受 诟 病 。 去 年 10
月，上海一在线教育机构宣布停
运，一些学员的预付款没了着落。
课还没上，学员已经预交了 3 年学
费。此外，学校无证照、教师没资
质、内容讲不清、课后解答慢、收费
套路多……这些都成为在线教育
饱受诟病的焦点问题。常言道，一
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要促进在
线教育行业健康发展，就必须动真
碰硬、从严监管，坚决剔除各类害
群之马。

然而，面对“保过”“内部关系”
等虚假、套路宣传，一些家长毫不怀
疑、甘愿入“套”。更让人忧心的是，
一些大学生对培训机构“考试必过”
的承诺竟然也深信不疑。在线教育
机构的虚假宣传要严打，但面对如
此虚假的宣传，许多受过良好教育
的家长、学生，竟然也缺乏足够的分
辨力、判断力，更应引起人们的深
思。学习不能投机取巧，是需要下
一番苦功夫的。面对在线教育的各
类陷阱，我们的思维理性万万不可
败给急功近利。

在线教育不是在线欺骗、在线
圈钱。当前，在线教育还处于起步
阶段，严格的行业规范必不可少。
如何透过互联网的外衣，揭开不
良在线教育者的欺骗本质，考验
着有关部门的监管智慧。同时，
就培训机构而言，在线教育的利润
固然可观，但如果不以质取胜，而
是投机取巧、到处钻营，那么迟早
会被市场淘汰，为自身的不法行为
付出代价。

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
已达6万多所

记者近日从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获悉，经过30多
年的发展，目前，全国共有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和老年
学校6.2万多所，在校学员有800多万人，参加远程
学习的学员有500多万人，已基本形成省、市、县、乡
办学网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
务副主任王建军表示，老年教育是我国老龄事业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老年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老龄事业和产业的重
要举措。

“老年人把老年大学不仅当作学习的场所，更是
当作一个社会沟通的场所。”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长
张晓林说，老年大学能让老年人重新融入社会，避免
其产生被边缘化、被抛弃的感觉，对促进老年人心理
健康也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老年大学在校学员数占全世界老年大学
在校学员数的二分之一。”张晓林说，老年大学是我
国老年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当前人们对老年教育的
认识滞后，一些地方对老年教育重视不够、投入不
足，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远远跟不上越
来越多老年人的入学要求和学习愿望。

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老年教育
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以各
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
数的比例达到20%以上。王建军说，实现这一目标
任务仍然艰巨。下一步，全国老龄办和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教育部将共同研究做大做强老年教育相
关措施，为更多有学习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学习机会
和平台。 （据新华社电）

快言快语 我省选拔35名英语教师
赴新加坡研修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余梦月）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悉，为抓好英语教师队伍建
设，提升我省中小学英语教育质量，省教育厅将分年
度组织中小学（含幼儿园）英语骨干教师赴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研修。根据安
排，2019年，我省将选拔约35名中小学英语教师赴
新加坡进行研修。

目前，2019年的选拔工作已经启动，推荐人选
年龄要在50岁以下；具有英语专业教师资格，且近
3年在我省承担中小学英语教学工作；具有国民教
育系列英语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者具有全国大
学英语考试六级合格证书（或425分以上），并具备
良好的英语听力及口语表达能力。

据了解，研修人选优先从英语特级教师，省、市
县级历届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及卓越教师工
作室、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及骨干成员、历届省课堂教
学评比一等奖获得者中产生。具备硕士学位的符合
基本条件人员优先安排。学员在新加坡脱产研修6
个月，学费、食宿费由省级财政承担。

六成以上中小学成
立校园足球队

“一开始，校园足球联赛要到
处‘拉壮丁’。现在，全市26所小学
和19所中学组建了校级足球队，六
成以上中小学成立校园足球队。”
万宁市足球协会会长陈波说。

“学校上个月举办了校内足球
联赛，网络视频点击量超过了11
万，关注度这么高，出乎我们的意
料。”后朗小学校长王运峰感慨地
说，“比赛那天，很多家长专程来学
校观看比赛，也充分说明了足球运
动的魅力。”

每天下午放学后，后朗小学足
球教练黄智能都会对学校足球队
员进行培训，“我们目前每周都安
排一节足球课，专门系统训练学生
的足球技术。此外，每天下午还会
集训半个小时，让校足球队队员进
行战术对练，初学者可以从基本功
开始练习。”

专业教练员提供系
统化训练

12 岁的后朗小学学生杨禹

东是该校足球队的主力，去年入
选海南省U12代表队，成为一名

“种子选手”。在刚刚结束的校
内联赛中，他以 5粒进球荣获最
佳射手。

“我现在2分钟内能颠球100
次。”杨禹东说，他从小就喜欢踢
足球，父母也非常支持，“从小学
三年级起，我就在学校足球教练
的指导下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
练，现在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运
动技巧。”

“足球协会成立后，与万宁市
不少中小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由
协会派出专业教练员，为学生提供
系统化专业训练，促进校园足球发
展。”陈波说。

在万宁中学，每天清晨和傍
晚，学校的足球场上都会聚集许多
足球爱好者。海南日报记者在现
场看到，他们有的在训练基本功，
有的对练足球战术。

“我们学校现在有6名专职足
球教练和12名兼职教练。其中，专
职足球教练都是持证教练员。”万
宁中学校长邓虎城说，该校每年至
少投入20万元更新足球设施，每
年要淘汰掉100多个足球。

大力推动足球进校园

据陈波介绍，目前，校园足球
已成为万宁市中小学生喜爱的一
门课程，“初步估算，全市七成中小
学生参与校园足球运动。得益于
校园足球的普及，我们目前正在筹
备成立万宁女足，以进一步提升万
宁足球的竞争力。”

上世纪80年代，万宁曾走出
过多名青少年国脚。“万宁人喜欢
足球，万宁也是海南目前唯一一个
获得中央补助资金建设足球场的
城市。”陈波说。

万宁市足球协会大力推动足
球进校园，希望这项运动能成为群
众喜爱的全民性运动。目前，万宁
市已经成立U10、U11、U12、U13
和U14等多个年龄段的青训足球
队，每支球队都配备专职教练。

“万宁市中小学校已经成为市
足球队的重要人才储备库，为省足
协输送了很多人才。”陈波说，“市
足协的工作获得了众多家长的支
持，他们专门成立了青训家长委员
会，推动足球进校园。”

据了解，万宁市新建的两个11

人制草坪球场将投入使用。这两
个球场设施先进，建成后将解决万
宁青训足球队缺场地的难题，改变
他们以往“打游击”式的训练方式，
将青少年足球年龄段扩大到U15、
U16、U17三个年龄段。

“我们将在推动校园足球运动
发展的基础上，举办更多年龄段和
级别的足球比赛，进一步增加足球
人口，在全市营造足球运动氛围，
促进万宁足球向更高水平发展。”
陈波说。

“你对这个岗位了解多少？”
“ 你 通 常 如 何 面 对 别 人 的 批
评？”……1月11日下午，海南中学
3号教学楼前人头攒动，一场别开
生面的寒假职场体验——岗位应
聘面试会在这里举行，172家单位
为近千名高一学生提供了900多
个寒假实习岗位。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约
200名“面试官”对高一学生进行面
试，海口市人民医院见习生、海南省
规划馆讲解员、海南省图书馆采编
专员等岗位较为热门。

据海南中学学生发展指导中心
相关负责人郑晓介绍，海南省高考
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如何
帮助学生将职业生涯规划融入高中
学习全过程，是海南中学这几年着
力探讨的新课题。希望学生们通过
此次活动，直接了解求职面试过
程。面试成功的学生，将到相关单
位进行为期3天的职业体验，体验
职场生活。

“学校组织这样的活动很有意
义，希望孩子们能从中提前感受职
场生活。”海南中学高一（1）班学生
家长符明说。在本次活动中，他担
任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面试官，提前

准备了十几个面试问题，“新高考把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从大学提前到高
中阶段，这对家长和孩子来说也是
一种挑战。”

海南中学高一（1）班学生李恒
希参加了海口一家装饰公司市场部
营销岗位的面试。该公司设计总监
曾佛金在面试中提出了“在互不相
识的情况下，你如何迅速拉近与客

户的关系”等问题。
面试结束后，李恒希大呼不

易：“我给我的表现打 60 分。虽
然表现不佳，但是也从面试中学
到了很多实用的职场知识和面试
技巧。”

“既然来招聘，就要让孩子们感
受到真实的职场。他们今天的表现
给了我很多惊喜。”曾佛金表示。

据了解，海南中学十分重视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实践和探
索，目前已经打造了一支兼具理
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发展指导中
心团队，构建了较为科学完备的
生涯课程体系。当前，该校职业
生涯规划课程体系主要围绕三大
维度设计：一、以引导为主的生涯
导向课程系列，包括生涯规划课、
职场精英讲座、衍林名家讲堂等；
二、以探索为主的生涯探索实践
系列，包括社会实践活动、职场体
验活动等；三、依托互联网信息化
平台，对每个高中学生进行个性
化指导，解决生涯教育落地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诸如教学时间与
学生精力如何合理规划、海量信
息数据如何高效整合等。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无处不
在。除了固定的课程体系，我们
还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探
索开展各具特色的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活动，为高一学生点亮梦想，
为高二学生指点迷津，为高三学
生增加内动力。”海南中学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有效的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们把梦
想照进现实。

海中举办面试会：172家单位提供900多个寒假实习岗位

高一学生“找工作”职场生活早体验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伍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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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带球边线突破，精准
传中射门……每天下午
放学后，在万宁市万城镇
后朗小学的足球场上，几
十名学生在球场上挥汗
如雨，战术配合演练得有
模有样。

近年来，万宁市大力
推动足球运动进校园，尤
其是2016年底万宁市足
球协会成立后，校园足球
运动取得了长足发展。
每年的中小学校园足球
联赛都是当地一项热门
赛事。

万宁七成中小学生参与校园足球运动

向前冲！足球小将

万宁中学学生参加足球比赛。通讯员 杨师忠 摄

海中近千名高一学生参加面试会。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