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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开
展民俗文化教育

中西融合 寓教于乐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绘龙舟、包粽子、写诗词……今

年端午节前夕，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

分校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

节”系列主题活动。学生们通过视频

了解传统佳节端午节的来历、屈原的

故事以及端午习俗，感受端午节丰富

的文化内涵。

据了解，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每逢传统节日，

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都会通

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进行民俗

文化教育，让学生们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增强民族自豪感。

日前，在海口市英才小学滨

江分校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利

用彩泥制作可爱的粽子造型。在

美术课堂上，学生们绘龙舟、画粽

子，将端午风物通过画作表现出

来。“整个创作过程锻炼了学生们

的手工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团结

协作意识。老师们将学生的创作

过程进行直播，让家长们通过网

络平台和孩子们一起迎接端午佳

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相关负责

人说。

该校除了开展传统文化活动

外，还举行了中西融合、寓教于乐的

英语小课堂等活动，让学生们学习

和端午节相关的英语单词和句子。

去年中秋节期间，该校开展“中秋团

圆，孝心传递”活动，让学生们给家

人沏茶、给远方的亲人打电话等；指

导学生们诵读与中秋节有关的故事

和童谣，举行经典诗文书法比赛，用

诗词传达情感，将中秋祝福融入笔

端。

此外，学校还利用学生们每天在

教室内吃午餐的时机，通过饭前小课

堂活动，进行传统餐桌礼仪教育。“我

们编制了文明就餐儿歌，教导学生爱

惜粮食、‘食不言、寝不语’等。”该校

老师容玛丽说。

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负责

人阙平表示，该校一直致力于校园文

化建设，营造浓厚的育人氛围。“小学

传统文化教育对塑造学生健全人格、

提升学生素养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学校希望充分利用重大节日、传统节

日、纪念日中蕴含的教育资源，广泛

开展集体主义教育、传统教育和国情

教育等活动，让学生受到传统美德教

育和传统文化熏陶，全面提升学生的

人文素养。”

7月7日，我省高考生迎来首届“新
高考”。有关专家提醒，高考期间，考生
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学会劳逸结合，
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
2020届高三考生遭遇了开学延迟、网
上授课、高考延迟等多重变化。我省考
生首次面对“新高考”的考验。面对多
重变化因素，一些考生烦躁不安、食欲
不振、难以入眠。

海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李
惠君提醒，考生对应考压力要有正确认
识。考试期间，出现适度压力是正常
的，有助于发掘智力潜力、提高专注
度。高考生要避免过度焦虑，要及时与
家人、朋友倾诉，释放心理压力。如果
在考场中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心慌胸闷
等情况，考生可采取科学减压法，例如
通过短暂的冥想或腹式呼吸法来缓解
焦虑。

有些考生担心考试期间睡眠状况
不佳会影响自己的发挥。对此，李惠君
建议，“睡不着时，不要强迫自己入睡，
这样反而更容易失眠。睡前听听舒缓
的音乐，闭上眼睛放松身心，这样更容
易入睡。睡前用热水泡脚也是一个提
升睡眠质量的好办法。”

“考试期间，考生不必再做难题和
新题，可以看看以前做错的题，强化已
掌握的知识，增强信心。”海南中学心理
高级教师陈玲建议，考生还可以回忆以
前自己取得好成绩时的场景，用“成功
景象法”增加个人成就感，用积极的心
理暗示缓解过度焦虑。同时，保持适度
运动也有助于缓解压力。考试期间，考
生可通过慢跑、散步等运动，让身体保
持放松状态，但是运动强度不宜过大。

“考完一科后，考生不要反复再回
想这科的考试结果，要以良好的状态迎
接下一科的考试。”海南中学教务科主

任梁振锋表示，考生要认识到，高考只
是求学生涯中的一次考试，应以平常心
对待。考试过程中，考生要注意稳定情
绪。遇到特别难的试题时，不要紧张恐

慌，可以暂时放下，先做其他容易的题
目，然后再回来解答难题。

考试期间，考生家长可以帮助考生
更好地化解紧张情绪。面对高考，有些

考生家长比孩子还紧张。这种“如临大
敌”的紧张情绪，很容易对孩子造成影
响。陈玲建议，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应
保持正常的生活作息，不要给考生增加
心理负担。

海口市第一中学教导处主任黄志
林提醒家长，考试期间，如果发现孩子
过度焦虑，可以通过“你的准备已经很
好了，只要正常发挥就行”等言语对孩
子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少说“你千万
别紧张”之类的话。

如果孩子有一科没考好，家长应做
好聆听者的角色。李惠君建议，孩子诉
说时，家长无需给出太多具体的指导意
见，只要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理解和支
持即可。家长可以微笑地跟孩子说，

“不要紧，下一科好好发挥就行。”良好
轻松的家庭氛围，可以让孩子的紧张
情绪获得释放，打起精神迎接接下来
的考试。

精彩课堂

保持平常心 迎接“新高考”
■ 本报记者 昂颖

校外培训维权难

近期，海口市民周女士终于收到了
某校外培训机构的退款。回顾这场退
费纠纷，周女士感慨连连。

去年11月底，周女士经朋友推荐，
陪自己3岁的孩子试听了一家校外培
训机构的英语启蒙课。因为是一对一
教学，上课效果不错，周女士也感到很
满意。在培训机构负责人“如不满意，
可随时退费”的口头承诺下，她当场交
了1.53万元学费。

但是，接下来的课程，无论是教学
时长还是教学效果，都与机构此前承诺
相差甚远。周女士向培训机构负责人
反馈情况并要求改善教学方式，但一直
未被采纳。今年1月3日，她办理了退
费手续。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将学费
返还至缴费账户需要90个工作日。

“在此期间，我多次向培训机构了
解退款情况。他们一开始是敷衍了事，
后来连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接，上门
了解情况也不接待。”周女士表示，90个
工作日后，她仍未收到退费。最后，周
女士通过多方求助，并与该培训机构多
次协商后才挽回损失。

周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据了解，
近几年教育培训服务市场增长迅速，包
括幼儿早教、考学辅导、语言培训、职业
技能培训甚至是老年人健康知识讲座
等培训需求旺盛，培训机构更是遍地开
花，但培训机构办学质量参差不齐，侵
权问题时有发生。

今年 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2019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
析，其中培训服务首次进入服务类投诉
前十位。全国消协组织2019年共受理
教育培训类投诉39486件，同比骤升
92.4%。与培训服务投诉有关的关键词
是“跑路”。2019年，“预付式消费”已
经从健身、美发美容、洗车、餐饮进入教
育培训等领域，成为维权老大难。

海南日报记者通过新浪黑猫投诉
平台调查发现，教育培训投诉的原因包
括培训机构宣传时存在虚假信息、收费
混乱、服务不到位等，涉及幼儿早教、考
学辅导、语言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老年
人健康知识讲座等多个方面。培训机
构提供的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界定不
清晰，让不少为孩子报班的家长和学员
踩了“坑”。

据部分家长反映，这中间最大的漏
洞是签订合同或协议书时未能察觉相
关内容是否规范，有些培训机构在收费
后只开具收据，造成解约及退款困难。

有关专家表示，从以往发生的培训
者与提供培训的机构的纠纷看，合同不
规范，培训机构单方面提出“霸王条
款”，利用家长维权意识不强，引诱家长
签订违反有关国家规范培训机构规定
的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这导致培训
者与培训机构的纠纷不断，而培训者想
依据合同维权时，才发现合同本身有漏
洞或机构设置“陷阱”，导致“维权难”。

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

教育培训类投诉39486件，

同比骤升92.4%。

与培训服务投诉有关的

关键词是“跑路”。

长期以来，校外培训机构让人欢喜又让人
愁。一方面，它为孩子多方面发展提供教育资
源，被众多家长追逐；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培训
机构教学质量、诚信办学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一
些培训机构存在违规收费、退费难、卷款“跑路”
等问题，频频引发纠纷。

日前，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服务行为，推动
化解校外培训收退费纠纷，教育部和市场监管
总局联合印发了《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以下简称“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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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

不得一次性收取
超3个月费用

近期，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这是该行业首
个全国性示范文本。

示范文本共十一条，充分考虑
了中小学生在参加校外培训过程
中，各环节必须明确的当事人双方
责、权、利关系，涵盖了培训项目、
培训要求、争议处理等内容，尤其
对培训收退费及违约责任作出了
详细规定，旨在有效规范培训合同
当事人签约、履约行为，从根本上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
所所长董圣足认为，从家长及学生
的角度来看，这次示范文本的制定
及发布，有利于防止部分培训机构
利用格式合同免除自身责任、加重
学员责任、排除学员主要权利、损
害学员合法权益等情况发生。示
范文本相关条款明确，培训机构应
当明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办学
事项、退费办法，重申线下机构不
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
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同时还为家
长及学生申请提前退学提供了多
种退费选择方案。这些约定，有效
杜绝了以往培训合同存在的“霸王
条款”。从培训机构的角度来看，
这次示范文本的制定及发布，也反
映并维护了培训机构的应有权利，
真正体现了契约精神的平等与理
性。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浩）

明确责权别“掉坑”

“一些培训机构不提供合同和协
议，只出具收据；有些机构虽然签订合
同，但是在退费等关键问题上语焉不
详。以上前提下，如果出现纠纷就容易
出现‘维权难’问题。”海南天皓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力建议，在缴纳培训费用
时，消费者应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转到
培训机构的对公账户，索要正规发票。
作为证据，发票在法律效力上要远远高
于收据。如果培训机构不开具正规发
票，消费者则要注意该培训机构是否具
备正规的培训资质及开具正规发票的
资质。

“若培训内容涉及语数外等学科知
识，培训老师要有教师资格证。”李力提
醒，学生及家长在报名时，可要求培训
机构提供执教教师资格证。在签订合
同或协议前，为依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
益，消费者应仔细阅读条款内容。如对
条款内容存在异议而培训机构又无法
提供合理解释时，可向专业律师求助。

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杨永飞建
议，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时，应确认
机构是否具有教育部门颁发的办学许
可证，以及工商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等。如果没有这些证件，
即是“黑”机构。教育部门会定期根据
动态排查情况，及时公布校外培训机构
的“黑白名单”，消费者可参照“黑白名
单”，选择具有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

“近期，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印发的‘示范文本’涵盖了培训项目、
培训要求、争议处理等内容，特别是对
培训收退费及违约责任作出了详细规
定。我们已向各市县教育局和省内教
育培训机构传达了相关内容。”据杨永
飞介绍，“示范文本”为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服务行为、推动化解校外培训收退费
纠纷提供了有力保障。家长为孩子报
名参加校外培训机构课程时，应要求机
构按照“示范文本”签订合同，以免落入
不规范合同导致的各类“陷阱”。

家长应有风险意识

近期，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海口多
家教育培训机构后发现，不少培训机
构在推销课程时，都会先邀请消费者
试课，消费者满意后再预付费用。试
听培训机构“精心”准备的课后，不少
消费者都会掏腰包报名，一次性付清
上课费用。一些培训机构在收取学
费后，往往只开具收据。

在海口市许多中小学校周边，都
会开设晚托班等小型教育培训机构，
其收费模式一般是一次性收取两个
月费用。

“平时我工作很忙，没时间辅导
孩子学习。”海口市民林女士介绍，她
每学期都会给孩子报名参加晚托
班。孩子在辅导班上既能获得老师
的辅导，又能和同龄孩子共同学习。
近年来，林女士已经送孩子上了3家
晚托班，每家培训机构都只开具收
据，上面标明课时总数、科目名称和
费用总额等内容。

海南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
除部分正规培训机构外，不少小型培
训机构在接收晚托班学生时，都不与
家长签订合同或协议。“有收据就行，
如果孩子中途不能上课，钱是可以退
的。”海口琼山区凤翔社区一家培训
机构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许多家长为孩子选择晚
托班时，对课程、师资及费用等问题
较为关心，对于是否开具发票或签订
合同等不太在意。如果有家长“较
真”，但在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的解释
下，也不再坚持要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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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
学生在绘画作品中展示端午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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