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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呈现新趋势：

综合文化素质门槛提高
记者日前从多所著名艺术类高校获悉，各校艺考

文化课分数线屡创新高，对考生综合文化素养提出更
高要求。

2019年，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等3个系的文化课
成绩要求达到考生所在省份一本线的75%至85%，较
以往有明显提升。中国传媒大学所有艺术类本科专业
考生，均须在初试环节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文化素
养基础测试，初试科目在原有语数英类别基础上增加
文史哲类别。数据显示，有16030名考生选择了参加
文史哲的考试，占总报考人数约三分之一。

教育部此前发布的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规
定：2019年，艺术生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将分
别不低于当地高考二本线的70%或75%。去年的要
求是不低于当地二本线的65%。

多所高校招生部门负责人解释，艺考竞争激烈，加
之考生在专业领域分数上升空间已近饱和，这就使得
对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必然提高。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认为，提高文化课
成绩分数线，有利于选拔拥有广阔视野、创造潜力大的
学生。“从多年来的教学经验看，文化课成绩好、综合素
质高的学生，多数更容易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
远，对提高演艺圈整体从业素质有重要作用。”

“重视文化底蕴的养成，会给整个演艺圈带来积极
影响。”电影《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说，“当文艺工作者
的成就真正取决于专业实力与底蕴，就能打破对颜值、
流量、人设等的迷信，营造‘拼作品’的良好行业环境。”

（据新华社电）

谨防新型“红包”
诈骗中小学生

记者从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了解
到，春节后有不法分子盯上了孩子的压岁钱，在微信、
QQ等社交工具上以“发红包返利息”为幌子，诱骗受
害人。

办案民警介绍，这种诈骗属于新型诈骗，以中小学
生为主要目标。不法分子通过QQ群、微信群、手机号
码搜索等渠道添加受害者，引诱缺少判别能力的青少
年上钩。

不法分子诱骗声称，在朋友圈里转发指定的锦
鲤、小熊等吉祥物图片，将转发截图发送给不法分子
后，就有资格参加他们组织的红包返利活动，一般返
利金额较大。比如给不法分子发送1000元“红包”，
就可得到返还“红包”2888元；发送“红包”5000元，
就可得到返还9888元。受害者上钩后，不法分子又
会以各种理由声称受害人转账时操作不当，无法退
返红包，需再进行转账才能返利，引诱受害者进一步
微信转款。当受害者无力进行更多支付转账时，不
法分子就会拉黑受害者。

兰州市公安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查大队大
队长赵志军介绍，不法分子先会以小红包诱骗受害者
上钩，一般金额只有几块钱，中小学生由于缺乏分辨能
力，收到小金额的红包后会对犯罪分子说的话产生信
任感。广大家长、老师一定要提醒孩子网络环境复杂，
不轻易加陌生人，不贪心，谨防上当受骗。

（据新华社电）

家长工作忙无暇“接娃”

“孩子下午4点左右就放学了，我和
妻子5点半后才能下班，每天接送孩子
是个大难题。”海口市民汪先生说。他的
孩子目前在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二年级
就读。

汪先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了解
决孩子的接送难题，他和妻子尝试过很
多办法，“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我们曾
让孩子的爷爷奶奶负责接送。但是，他
们年纪大了，每天接送很辛苦。后来，我
们又找了一个保姆接送孩子。但是，孩
子回家后功课没人辅导，就一直坐着看
电视，直到我们回家后才开始做作业。”

这个学期，汪先生得知海口市秀峰
实验学校开展“校内课后服务”后，马上
就给孩子报名参加美术课。“放学后，孩
子在学校上美术课，跟同学们一起学习
画画、剪纸。这样既解决了我们的接送
难题，还能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此外，
孩子还可以在教室写作业，遇到问题有
老师指导，这样我们就放心了。”汪先生
说。

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的调查数据显
示，该校3800多名学生中，外来务工随
迁子女比例达86%。学校放学后，只有
不到一半的学生家长能准时来接孩子。

“学校提供‘校内课后服务’前，孩子
放学后只能趴在校门口的台阶上写作
业，我过来接他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
辛酸。作为家长，我们都希望能给孩子
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但是，由于工作
忙，确实没办法及时接送孩子。上校外
托管班费用太贵，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又
负担不起。”海口学生家长吴秀华对海南
日报记者说。

吴秀华说，“学校开展‘校内课后服
务’后，孩子放学后可以留在学校做作
业，我们放心多了。”

据了解，海口市龙华区5所学校试点
开展“校内课后服务”后，家长们纷纷踊跃
报名参加，课后服务内容获得众多好评。

海口龙华区5所学校试点开展“校内课后服务”，破解孩子接送难题

有了托管服务 家长省心多了
■ 本报记者 郭萃 陈卓斌

全国共有乡村教师
290余万人

记者日前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2018
年底，全国共有乡村教师290多万人，其中中小学近
250万人，幼儿园42万多人，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
58.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介绍，教育部为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近年来正努力建设一
支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为乡村特别是贫困地区输送
了大批高校毕业生。

刘建同认为，提高待遇保障对于培养一批下得去、
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意义重大。2013年以来，
中央财政在支持乡村教师的生活补助方面已经拨付资
金157亿元，其中2018年45亿元，政策惠及中西部8
万多所乡村学校中的127万名教师，补助最高的每月
达到2000元。

刘建同说，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一个重要途径
是推进师范生公费教育，通过在学免费、到岗退费等形
式，加强乡村小学全科教师、乡村初中“一专多能”教师
培养。截至目前，28个省份已吸引约33.5万名高校毕
业生到乡村任教，其中2018年约4.5万人。

为加强乡村教育，国家自2006年起还实施了特
岗计划，改进乡村教师的素质结构、学历结构、年龄
结构。截至2018年底，共招聘75.4万名老师到乡村
学校任教，覆盖中西部1000多个县的3万多所农村
学校。

据介绍，2018年教育部还实施了援藏援疆万名教
师支教计划，全国共有19个省市向西藏、新疆新增援
派教师4000名；实施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
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选派了2.4万多名优秀教师
到受援县进行支教；同时还启动了银龄讲学计划，选拔
身体健康的退休老师到基层学校、乡村学校开展教育
教学活动，2018年共招募1800名。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9名受访者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4%的受访
家长会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家孩子
比较。

俗话说“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有较高的
期望和要求，时常拿自己家的孩
子和一些优秀的孩子进行对比。
在生活中，家长经常会说：你看谁
谁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而你怎
么怎么样。这样的比较，反映了
家长对子女健康成长的焦虑，期
望孩子知道自己的不足，从而起
到鞭策的作用。许多家长做这种
比较时也是理直气壮的：还不是
为了你好！在笔者看来，这样的
比较不仅不能取得实际的教育效

果，还存在诸多隐忧。
湖南卫视节目《少年说》曾播

出过一名中学生小袁的心声。成
长中她最大的烦恼是“为什么她
妈妈总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更好？”
小袁的妈妈拿来和她对比的，都
是“全班第一，全年级第一，全校
第一”的学霸。她最想对妈妈说
的 是“ 孩 子 不 是 只 有 别 人 家 的
好！你自己的孩子也很努力，为
什么你不看一下？”

很 多 家 长 与 小 袁 的 妈 妈 一
样，不管孩子的优点有多少，努不
努力，她们都觉得不够好，尤其当
孩子成绩不好时，其他方面再优
秀都没有用。小袁的心声反映了
很多孩子的感受。如果孩子面临
这种比较时的情绪是反感、抵触、

不理解，那基于这种比较的教育
又能有什么好效果？

在孩子的成长阶段，他们非
常在意父母的感受和看法，如果
爸爸妈妈都说别人做得好，自己
做不到的时候，就容易陷入无助
和自卑，也会增加父母与子女之
间的沟通障碍。这种比较，会让
孩子理解成对别的孩子的欣赏、
肯定、羡慕，对自己能力的否定。
长此以往，孩子会缺乏自信，越来
越在乎别人的看法和评价，以外
界的标准来驱使自己行动。在行
动的过程中，他们会屏蔽掉自己
的主观感受，失去了独立个性发
展的机会。

当家长发现孩子存在某些方
面的不足时，可以提出要求，引导

鼓励孩子自己和自己比较，今天和
昨天比较，让孩子看到进步，获得
肯定。其实很多时候孩子身上存
在的所谓问题不一定是孩子本身
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家长的问题。
比如有些家长、老师总是责备孩子
在家玩手机、打游戏，而他们自己
回家后也在玩手机、打游戏；有些
家长责备孩子不喜欢阅读，而他们
自己在家从来不阅读！这样的教
育方式无疑是有点可笑的，也注定
不会有好的效果。

每个孩子都期待获得肯定和
认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
和特长，家长应多看到孩子的进
步和优点，给孩子正面的引导和
激励。

（据《中国教育报》）

孩子不是只有别人家的好快言快语

学生放学早，家长下
班晚，孩子的接送问题一
直困扰着很多家庭。从
2019年春季学期开始，
海口市义龙中学、海口市
秀峰实验学校、海口市海
瑞学校、海南省农垦直属
第二小学、海口市第二十
六小学5所海口市龙华
区辖区内的中小学校开
始试点开展“校内课后服
务”。

据了解，周一到周五
的下午4点半至6点，海
口市义龙中学等5所试
点学校，放学后会为学生
提供基础托管服务。这
些学校将根据家长意愿
和本校的教育教学特色
安排学生自主做作业、阅
读、游戏，参加社团或兴
趣小组活动、科普活动
等。此举在解决家长“接
娃”难题的同时，也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课外兴趣
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预计今年秋季全省推广

据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局长吴

健好介绍，在学生及家长自愿的前提

下，龙华区今年在5所学校内试点开

展“校内课后服务”，要求试点学校主

动将“校内课后服务”的服务方式、服

务内容、安全保障措施、服务时间等

内容提前告知家长。

“‘校内课后服务’坚持公益性原

则，以财政补贴为主、家长合理分担

成本的方式开展。”吴健好说，“校内

课后服务”要重点培养学生兴趣爱

好，不能将课后服务变相为集体教学

或“补课”。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

市龙华区在5所学校试点开展“校内课

后服务”，为海口市将来正式出台实施

方案积累了经验。预计2019年秋季

学期，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中小

学生“校内课后服务”。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中小学要根

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提供“校内课

后服务”。对于低年龄段学生，要突出

兴趣培养；对于高年龄段学生，不仅要

注意兴趣培养，还要引导他们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因地制宜提供课后服务

这个学期，长期困扰许多家长的接
送难题，在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等5所
试点学校中基本得到解决。

2月28日下午放学后，海南日报记
者在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看到，该校校
园里热闹非凡，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参
加绘画、阅读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合唱室内，在钢琴老师的伴奏下，30余
名学生正在练习合唱。学生们纷纷表
示，通过课后学习，他们感觉与音乐老师
更亲近了，也更加喜爱音乐课了。

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副校长邢增革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下午放学后，一些学
生在老师的引导下离校，报名参加学校

“校内课后服务”的学生则在老师组织下
参加课外兴趣小组和自主趣味阅读等课
外活动。

“学校将3个活动教室、1个体育馆
以及操场作为校内课后服务场所，教学
内容各有侧重。”据邢增革介绍，作为龙
华区开展课后服务试点学校之一，海口
市秀峰实验学校主要提供基础托管服
务，注重在活动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目前，该校可提供10多种特色托管服
务，例如引导学生做作业、阅读，参加社
团或兴趣小组活动、科普活动、户外活动
等。同时，在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前
提下，允许一些公益校外机构在托管时
间内开展艺术、体育、科技、拓展训练等
特色课程。

“校内课后服务”的开展，离不开老
师的指导。每天下班后，海口市秀峰实
验学校体育老师余铭鸿都会引导低年级
学生参加体育运动。虽然额外增加了工
作量，余铭鸿却乐在其中，“看到学生们
笑容满面地在操场上奔跑，我觉得个人
的付出是值得的。”

放学后，
孩子们在操
场踢足球。

⬅⬇下午
放学后，海口
市秀峰实验学
校学生在合唱
室练习合唱，
在操场跑步。

本文配图由本报记者郭萃摄

得

热点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