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溺水事故
高发地

白沙门海滩、假日海滩、
西秀海滩、南渡江水域

农村地区的河流、水塘、
水库以及建筑施工后形成的
大水坑

近两年来接触的多起学生溺水
事故，让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卫生
院主任护师符永丽感到触目惊心。

今年端午节上午6时许，海口市
三门坡镇一户人家在家里装好小型
充气游泳池后，就让11岁的女儿到
池中“洗龙水”。数小时后，女孩溺
水昏迷，送到卫生院后不治身亡。

“游泳池的高度只有60厘米，一般情
况下根本不可能发生溺水事故。我
们猜测可能是女孩起床太早，后来
在游泳池里睡着了，最终才导致悲

剧发生。”符永丽说。
2017年暑假，一个15岁的女孩

与其小姨晚上到水库边洗衣服。由
于水库斜坡湿滑，女孩不慎滑入水
库，小姨赶忙下水救人，两人最终都
不幸溺亡。“女孩的小姨当时还怀有
身孕，一起事故夺去了3条人命，真
是让人心痛。”符永丽说。

符永丽认为，预防溺水，社会和
学校都有宣传教育的责任，家长也
有监督管理职责。暑假期间，家长
是孩子假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目

前，在农村，家长外出打工后将孩子
留在家中，爷爷奶奶等人很难尽到
监管责任，更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海口120调度科科长张彩云表
示，从近几年的溺水事故来看，农村
发生事故的数量明显高于城市。“城
市拥有众多经营规范的游泳池，配
有救生员等。而农村地区的孩子想
要消暑，大都是三五成群去游‘野
泳’，安全没有保障。加上许多农村
地区地处偏远，一旦发生事故，救援
力量短时间内很难迅速到达现场。”

监管缺位，事故连连；隐患重重，防溺系统亟待多方共建——

谨防溺水 切莫“游”戏生命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热点
花数万元请的英语外教，
靠谱吗？

交了 25800 元学费学英语，报名时说好的

英语母语外教，开课后却是东欧老师来上课，还

经常出现明显语法错误……重庆市民郭女士在

北碚区一家外语培训机构生了一肚子气。

“打着欧美外教的旗号，一节课二三百元，几

个月过去却没什么效果”“13000元的口语班，却

发现外教没有资质，态度恶劣还不退钱”……记者

近日在多地调查发现，持续火爆的外教市场存在

诸多不规范的现象。

不少外教母语非英语、低学历、
无经验

记者走访多家英语培训机构发现，普通中教

英语培训课程费用约为每年1万元，外教授课则

高达2万至3万元。“欧美外教”课程更是费用高

昂，有些地区市场价格高达“一节200元”“每小时

500元”“6单元课12229元”等。

记者调查发现，与繁荣的市场、高昂的收费不

相匹配的是，不少外教连基本的资质都不具备。

母语非英语、低学历、无经验的英语外教在市场上

并不少见。外籍人才招聘平台“聘外易”的一名顾

问告诉记者，有的地方80%的外教都来自母语非

英语国家。深圳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负责人称：

“经常有其他国家人士被包装成英美国家外教，反

正客户不会查护照。”

按照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要求，取得所

在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

学证书的，可免除工作经历要求。记者调查发现，

各类教师资格证书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可在网上

随意购买。

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工作人员介绍，外专部门会

对外籍人员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网上预审和现场

核验，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手段，不少资料的真

实性很难查证。

市场火爆还需加强监管

据了解，目前，没有教学经验和资质的外教，往

往发音含混、语法不通、拼写不准，教学内容敷衍，

对学生的学习质量无法保障。此外，这些外教可能

在国外有犯罪行为，或存在其他不宜从事教学活动

的不良记录，对于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产生风险。

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

朱永新认为，目前，外籍教师资格证颁发机构较

多，可以认定一批外教资质认证机构，通过合格机

构申报，对区域内从事英语教学的外籍教员进行

考核管控。

专家建议，要严查中介机构隐瞒、伪造外教身

份、学历和工作经历等信息的行为。用人单位在

聘请外教时也要加强对外教人员的出入境资料、

教育资格等审查，把好最后一道关。（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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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觉得古文难学。但是，古
文难学，并不是无从学起。只要方法得
当，还是可以学好的。笔者认为“一读
二用”不失为学习古文的好方法。

“一读”，即潜心多读，这是一种
提高古文阅读能力的行之有效的方
法。三国时的经学家董遇对《左传》
《老子》等古籍有独到研究。有人想
跟他学，他却说每本书一定要读一百
遍后再教。对此，苏东坡也深有体
会：“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
知。”可见，多读书、反复读，也是古人
的经验之谈。

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如果每
周都坚持和学生们一起阅读几篇古
文，即使不进行过多讲解，学生的古
文阅读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2019年高考结束后，我的学生
一脸兴奋。《史记·商君列传》这篇文
言文，我考前给他们讲过，他们答题
时也十分顺畅。

我认为，孩子们之所以觉得得心
应手，与他们平时的古文阅读训练有
关。一年阅读上百篇古文，他们的古

文阅读能力自然会有所提升。即使
这次考试涉及其他文言文，我相信他
们依然能应对自如。

“二用”，一是用好生活经验，二
是用好已学知识。

先说用好生活经验。有学生觉得
自己翻译的古文怪怪的，有些简直不
像人话。出现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是
翻译内容和生活经验脱节。例如：学
习“上怒，召而让之曰：‘……而卿固执
至此！’”这句古文时，学生大都不明白
关键词“让”的意思。我引导他们根据
平时的生活经验进行思考：“如果你们
做错了事，父母的教育方式是什么？”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先批评
喽。”说到此处，有学生领悟过来，“帝
王生气时召见大臣，又说他非常固执，
这明显就是在责备臣子。这样看来，

‘让’应该是‘责备’的意思。”
再比如“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

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这句古文，有
学生将其中的“荐”翻译为“推荐”，但是
放在句子中明显不对劲。我引导他们
思考：“在古代，祠堂的作用是什么？”学
生们回答：“当然是用来祭祀的。”我说，

“那么在这句古文中，百姓给恩人建祠
堂，每到吃饭时就奏乐歌咏的目的是
什么？”一言点醒梦中人，学生们理解

了“荐”在此处应翻译为“祭祀”。
学习古文时，将古文内容与日常

生活经验结合起来，而不是胡乱翻
译，往往会取得良好效果。

再说用好已学知识。都说“温故
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但是知易行
难。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死记硬背，
不会进行知识迁移，不懂得活用已学
知识。

我曾让学生翻译《盐铁论·力
耕》中的一句古文：“是以古者尚力
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趋时而衣食
足。”学生们都觉得这句古文中的

“种树”，和“筑室种树，逍遥自得”
（潘岳《闲居赋》）中的“种树”（栽种
树木）意思不同，但一时又无法准确
翻译出来。我让他们根据已经掌握
的语法知识，分析上下两句古文的关

系，学生们都懂是这是并列结构关
系。然后，我再进一步引导学生确认

“衣食”是并列词组，处于对应位置的
“种树”也应为并列词组，即“种”“树”
都是意思相同的动词，因此“树”可翻
译为“种植”。学生们以前不清楚文
言文中的“种树”可翻译为现代文的

“种植”，我便让他们在已学过的古文
句子中寻找相应的例子。最终学生
在《齐桓晋文之事》中找到了“五亩之
宅，树之以桑”这句话和俗语“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这两句话中的“树”都
应译成“种植、培养”。

借温故知新的东风，解决了新问
题后，我又让学生学习了以下几个句
子：“（后稷）为儿时好种树禾黍桑麻
五谷”（《吴越春秋》卷一），“所不去
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李斯
列传》），“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
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这三句
古文中的“种树”，均为“种植”的意
思。这样，学生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
又加深了一层。
（作者系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学教师）

“一读二用”学古文
■ 常要中

师说心语

有人认为，“溺水的都是会游泳
的”，孩子学会游泳后，亲近水的机
会更多，因此危险性也加大了。海
口市120急救中心培训科科长付杰
表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游泳是
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水中遇到危
险时，会游泳的肯定比不会游泳的
人生存几率更大。”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中小学生
“学游泳、防溺水、懂救生”系统教育
工程，省教育厅决定于2019年暑假
继续将全省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

纳入“暑假作业”活动，各地各校可
根据情况对家长带孩子参加的游泳
培训给予适当奖补。

发生溺水事故时，若周围有掌
握急救知识的人，能在黄金救援4分
钟内对溺水者进行心肺复苏，挽回
溺水者生命的几率也将大幅提高。

据统计，海口市救护车在市区
平均到达时间为13分钟，郊区则为
30分钟以上。如果在救护车到达之
前，能够对患者进行正确施救，就可
以最大限度地挽回患者的生命。

据付杰介绍，每周六上午，海口市
120急救中心都会在海口市万绿园举
办“急救微课堂”，普及急救知识，主要
学习内容为心肺复苏术、自动体外除
颤术等，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免费参加。

“溺水者通常会出现心脏骤停
等现象，救上岸后需要立即进行心
肺复苏。截至目前，海口已在假日
海滩、白沙门公园等多个公共场所
投放了200多台自动除颤仪，我们
呼吁更多游泳馆也能自行配备除颤
设备。”付杰说。

海南日报记者梳理近几年我
省发生的溺水事故后发现，无论是
城市还是农村，溺水事故都有较为
集中的高发区域。如果家长和学
生能远离这些区域，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溺水悲剧也许能相对减少。

作为滨海城市，海口的白沙门
海滩、假日海滩、西秀海滩等都是市
民、游客的天然海水浴场。但是，由
于水情复杂、暗流涌动等因素，看似
平静的大海也暗藏危机。海口假日
海滩救生员黄文秀提醒，虽然海滩

边都配备了救生员和救生设备，但
是暑期人流量太大，家长一定要尽到
看管孩子的职责。“家长带未成年人
到海滩边游泳，一定要备齐救生圈、
泳衣和泳镜，陪同孩子一同下海。有
些家长在深水区游泳时，让孩子自己
在海边玩耍；有些家长让孩子下水游
泳后，自己却在岸边玩手机，这些都
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在假日海滩、西
秀海滩等地，游泳范围不要超过岸边
50米，否则一旦碰上海浪和暗流，就
有被卷入海中的危险。”

此外，海口南渡江也是溺水事
故的高发地。“每年暑假，很多大
人、小孩都到南渡江游泳。”家住南
渡江边的村民王培槐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南渡江里淤泥很多，一旦
陷进去脚就很难拔出来。加上江
里有挖沙船出没，水情非常复杂。

在农村，无人监管的山村水塘也
是一大隐患。张彩云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这几年她接触到的农村溺水事
故多发生在河流、水塘、水库以及建
筑施工后形成的大水坑。

急救贴士
溺水急救必须分秒必争。海

口市120急救中心有关人士提醒，
发生溺水后，人们可以参考以下
做法进行自救或施救。

●自救●
不会游泳的人，可以这样自

救：头后仰，口向上，尽量使口鼻露
出水面进行呼吸；呼气要浅，吸气
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
等待他人抢救；及时甩掉鞋子和身
上的重物，让自己更容易飘浮；千
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
这样反而容易下沉。如果有人跳
水相救，不要紧紧抱住对方，否则
两人都可能有危险。

会游泳的人，可以这样自救：若
是小腿痉挛导致溺水，应平心静气，
及时呼叫求救；将自己的身体抱成
一团，浮上水面；深吸一口气，把脸
浸入水中，将痉挛下肢的拇指用力
向前上方拉，将拇指翘起来，持续用
力，直到剧痛消失。一次抽筋后，同
一部位可能会再次抽筋，因此对疼
痛处要充分按摩，然后慢慢向岸上
游去。上岸后最好再按摩和热敷；
如果手腕肌肉抽筋，可将手指上下
屈伸，并采取仰面位，以双足游泳。

●施救●
对溺水者施救时，要“智救”别

“蛮干”。发现溺水事故后，孩子们
应第一时间大声呼叫，寻找大人帮
助，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在救援人员尚未到达时，可在附
近寻找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或者在
书包里装满空矿泉水瓶，把它们抛给
落水者，防止其沉入水中。如果落水
者离岸边较近，可以寻找竹竿、树枝
等递给落水者，防止他沉入水底。如
果现场没有此类物品，也可以把衣服
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施救时记得
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身安全。

专家提醒，不推荐非专业救生
人员下水救援。大部分未成年人不
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切忌盲目跳
入水中救人。手遇水后会变得湿
滑，绝对不能手拉手对落水者进行
施救，否则施救者可能会一同落水，
酿成更大悲剧。 （计思佳）

误认——学会游泳更危险
急救，系统教育工程的重要一环！

农村——溺水事故重灾区
家长，孩子假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孩子们在海口市某
小区游泳池学习游泳。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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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城乡都有高发区
孩子，危险水域切记要远离！

资讯

教育部组织修订中职学校专业目录

新增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等46个专业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和职业教育改革的需要，教育部组织修订了中等
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增补46个新专业。

据了解，新增补的46个专业中，财政商贸类7
个，土木水利类6个，交通运输类5个，资源环境类、
加工制造类、信息技术类各4个，农林牧渔类、旅游
服务类各3个，轻纺食品类、医药卫生类、文化艺术
类、公共管理与服务类各2个，能源与新能源类、教
育类各1个。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中职专业设置要主动服务经济提质增效、产业
转型升级、制造强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互联
网+”行动等，要适应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催生的新职业（群）需要。此外，中职专业目
录也需要加强与高职专业的衔接和对应。

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此次增补了家庭农场
生产经营、农村饮水供水工程技术、农产品质量检
测与管理等专业；围绕服务制造强国建设，增补了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新能源汽车维修、物联网技
术应用、无人机操控与维护等专业；围绕服务现代
服务业提质扩容，增补了网络营销、跨境电子商务、
智能养老服务、幼儿保育等专业。 （据新华社电）

6月 17日下午
6时许，在海口东山
镇升谭礼渡口桥头
水域，4名初中生相
约到水边拍照玩耍，
其中 1名女生不幸
溺亡。暑假即将到
来，学生溺水事件也
进入多发期。每年
我省都有孩子因野
游、玩水而溺亡。溺
水事故发生的原因
是什么？海口哪些
地段是事故多发
区？溺水后如何进
行紧急救援？近日，
海南日报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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