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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校外“焦虑”
海南规范校外培训，重拳整治
学校教师兼职代课、教学内容
超纲超前等校外增负问题

几年前，当女儿进入高二，海口市
民朱女士突然开始焦虑起来，“有的孩
子被送去补习班，有的参加集训营，回
来还说在培训机构看到了学校老师，
讲的都是课堂上没有讲的‘解题窍门’

‘重点题型’。”她沉不住气，办理了停
职手续成为全职妈妈。学习日她全职
陪读、送汤送饭，休息日便送孩子进出
各种培训机构，“那段日子真是苦不堪
言，母女俩经常累得不想交流、动辄争
吵，亲子关系降到冰点。”

更令朱女士苦恼的是，她发现不
少培训机构虽然打着教育的旗号，却
丧失了育人的初心——教学重套路、
学习重刷题、评价重考试，“仿佛他们
面前的是一台台‘考试机器’，严重挫
伤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牺
牲了孩子成长的动力和潜力，甚至让
一些孩子产生了厌学或抑郁倾向。”

朱女士及其女儿的过往，其实是
海南乃至全国不少家庭的缩影。聚焦
这一百姓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2018
年，海南建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联席
会议制度，由省教育厅联合11家成员
单位，对校外培训机构重拳开展系列
专项治理。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杨永
飞介绍，此次专项治理主要打击了部
分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条件不达标、收
费标准不合规、学校教师兼职代课等
行为。2020年，相关部门再次联手，
清查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教学内容超纲
超前等行为。

近两年来，海南相继出台《海南
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暂行）》
《海南省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海
南省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十严
禁”》，治理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少
年成长规律的行为，规定校外培训机
构开展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生物等学科类培训的，要将培训班名
称、培训内容、招生对象、进度、上课
时间等提交原办学许可审批部门备
案审核。利用互联网等通信技术在
线开展培训活动的校外培训机构，也
必须遵守以上相关规定。

为避免校外培训机构通过“贩卖
焦虑”增加生源，文件还规定校外培训
机构在招生过程中，不得发布虚假招
生简章和广告，不得夸大培训效果或
者作出对升学、通过考试、提高应试成
绩等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性承诺，不得
以任何形式宣称或者暗示培训结果将
与中小学招生挂钩。

杨永飞说，经过近两年的大力整
治，截至2020年底，全省共摸排出校
外培训机构1105所，督促整改后，最
终“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
服务平台”录入合法机构883家。

目前，海南校外培训市场得到全
面规范，准入、管理、退出等机制不断
健全，校外培训合规机构“白名单”和
违规机构“黑名单”动态更新，绝大多
数校外培训机构能做到依法依规开展
培训活动。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小胖墩”“小眼镜”不断减少，省中
小学生综合近视率降至 44.87%，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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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校园并不多见——班级门口、楼
梯转角、校道两旁随处放有书架，面向校门
的育才楼大厅更是像个完全开放的书吧。
沉浸在书海中的孩子们就是这座校园最美
的风景。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日前来到保亭中学时
看到的场景。该校校长周小华认为，在德智
体美劳这“五育”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德育
工作，这充分说明了做好新时代教育工作，首
先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如何做好德育工作？他自5年前被引进
到保亭中学时，就开始了一项大胆的探索
——“开放式自主阅读”，把5万册图书搬出
阅览室，散放在校园里的各个角落，让学生可
以随取随读。

光把图书搬出来还不够，为了带动学生
爱上阅读，周小华还在学校开设并编写了

“阅读与成长——开放式自主阅读”校本课
程，教会学生阅读图书的方法和技巧，并通
过开展经典诵读、读书笔记展、汉字听写大
赛等活动，循序渐进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
思维能力。

古语有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大量阅读
不仅提升了学生们的学习成绩，更在该校的
德育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保亭中学没有
聘请保洁员，校园却处处整洁干净，全靠
学生自觉收纳、划片清扫；食堂里除了陪
餐老师，没有一个维持秩序的人，却没有
喧哗和浪费现象，全靠学生自觉排队、按
需打饭。放学时间，本应是校园里最热闹
的时候，却只见人流井然有序，大家全程
低声交谈。

周小华指着会议室墙上的一面锦旗说
道：“这是当年我们一位学生捡到钱包归还
后，失主特地送来学校褒奖他的。锦旗送来
后不久，失主还把原本在河南读书的孩子也
送来了。这说明，他从我们学生的身上看到
了保亭中学的精神和气质。”

运动场上挥汗如雨，阅读室里徜徉书
海……校园里孩子们动静皆宜，相得益彰，
明媚的笑脸是健康快乐的童年最好的写照。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十三
五”期间，通过构建“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
系，我省不断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地、落
细、落实——

深化文明创建，全省有15所大中小学校
入选全国文明校园；深化体教融合，全省创建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所，建成游泳池
307个，向51万余名中小学生普及游泳教
育；强化以美育人，全省创建美育示范学校
40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学校”85所，扶持琼剧传承特色学校13所；
创新劳动教育，各类学校探索实行田园式、科
技推普式、文化传承和创意式等劳动教育新
模式，全省已有近200所乡村学校开展“田园
课程+劳动教育”……

孩子的状态是最真实的反馈——近两
年，海南学生中的“小胖墩”“小眼镜”不断减
少，全省中小学生综合近视率降至44.87%，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说，下一步，海南教
育系统将在重点抓好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
机、读物、体质管理的基础上，针对群众需求
最旺盛、反应最强烈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校
内课后服务开展等工作，联合有关部门深入
开展综合治理、综合施策，进一步擦亮海南学
生“健康阳光、好学上进、勤劳诚信、文明朴
实”的特色印记，让所有的海南孩子都拥有健
康快乐的童年。

（本报海口4月6日讯）

校外培训机构“过热”，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校内吃不饱，校外来填饱”的问题，规
范学校办学行为才是治本之策。

于是，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省
教育厅先后研究出台《中小学办学行为“七
不准”》《中小学在职教师“五不准”》等文
件，要求中小学校（含幼儿园）做到不超纲
教学或非零起点教学、无计划教学，不随意
拔高教学要求和考试难度，不超量布置学
生课外作业，不占用节假日补课；中小学在
职教师不得有偿补课或在校外培训机构从
事有偿补课，不为校外有偿补课活动组织、
推荐生源或提供相关信息，不“课上不讲课
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非零起点教学或以
其他方式诱导、逼迫或变相逼迫学生参加
校外有偿补课等等。

杨永飞补充，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教
育需要，破解中小学生“放学早、接送难”矛
盾，省教育厅多部门还印发了《海南省关于
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指导各校在完
成正常的教育教学任务之外，在放学之后，
基于学生家长自愿原则开展公益性的托管
服务。

根据《实施意见》，各校可以在托管时
间主要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娱乐游
戏，以及参加科普活动、综合实践活动、社
团及兴趣小组活动等。在不加重学生课业
负担的前提下，各校还可以自行或邀请公
益性校外机构在托管时间开展艺体、科技、
拓展训练等特色课程。省教育厅特别强

调，该类特色课程不得变相成为集体教学
或“补课”。

当前，海南不少中小学校的校内课后
服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跳一投，篮球应声入筐；一推一摇，
无人机腾空而起；一笔一画，京剧脸谱跃然
纸上……3月26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走
进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时，正在参加第二
课堂活动的孩子们专注而快乐。

该校教研室副主任叶华荣还举例道，
为了增强孩子们的体质，学校在体育课之
外，组织拔河比赛、趣味运动会、广播体操
比赛等运动赛事，每周五下午，还有足球、
篮球、游泳、帆船帆板等校本课程，学生可
以根据兴趣选择，尽情在体育运动中强健
体魄、放松身心。

2019年10月1日，该校帆船帆板小队
员们与国家帆船帆板基地运动员们一道，
披挂五星红旗、脚踩帆船帆板，组成“70”
的字样驰骋海面，为新中国七十华诞送上
祝福。央视《新闻联播》等栏目记录了他们
矫健的身姿、飞扬的神采，展现出了海南学
生健康阳光的良好形象。

不断强化体育教育的同时，海南各
地各校还深度参与“美育浸润行动计
划”，不少学校注重挖掘海南特色文化，
并将其融入美育教育的全过程。比如，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开发了贝艺、陶艺、
竹竿舞等具有海南元素的特色课程，还
在五年级开设了《话说海南》特色课程，
为学生讲授琼剧、三句半、海南美食文化
等内容。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为了积极适
应海南自贸港建设对高新技术产业人才
的要求，省教育厅督导各地各校从小学一
年级开始开设科学课程，同时，统筹发挥
海南的自然、国防、科技资源优势，指导各
地各校开展航天、深海科普教育，着力培
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例如，文
昌中学将航天教育列入校本课程，并在校
园内建设微星测控站、航天创客实验室，
对青少年航天知识和兴趣的培养走在全

国前列。
“因为工作原因，双职工家庭的

家长经常无法准时来接孩子放学。
学校开了特色课程后，我们可以放心
地把孩子留在学校，学习自己喜欢的
特色课程，真是一举两得！”海口市滨
海第九小学学生家长韩女士说出了不
少家长的心声。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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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减负，海南在行动

将学生的人和心留在校园
多所学校开展公益性的托管服务，艺体、科技、拓展训练
等特色课程充实校园时光

“找一线名师，学解题
大招”“独门秘籍法宝，秒
杀重点题型”……对这些
校外培训机构的夸张广告
语，很多家长并不陌生。

在海南乃至全国，校
外培训机构一度火热，不
仅让学生压力重重，令家
长焦虑加倍，也侧面反映
出“校内吃不饱，校外来
填饱”的问题。

如何减轻学生的负
担，如何提高校内课程的
吸引力，如何培育出德智
体美劳兼具、健康快乐的
未来接班人？

聚焦这一热点问题，
省委书记沈晓明在2018
年履新省长不久，就要求
海南教育系统努力培育
具有“健康阳光、好学上
进、勤劳诚信、文明朴实”
特色印记的海南学生。
2021年，省两会将这一要
求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作
为“十四五”期间海南教
育领域的重要目标任
务。同年全国两会期间，
沈晓明再次明确，要坚决
整治打着教育旗号侵害
群众利益的行为，降低中
小学生课业负担，让所有
的海南孩子都拥有健康
快乐的童年。

近年来，我省“多部
门出动、校内外联合”，规
范中小学校和校外培训
机构办学行为，维护学生
权益、减轻学生负担。同
时，各地各校坚持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推进
“特色印记”工程，把冰冷
的分数变成温暖的教育，
“阳光快乐”教育成效日
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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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学生的“特色印记”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学
生制作的蓝染工艺品。

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的学生在进行武术表演，从特色运动中感受体育的魅力。

⬅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学生在
参加校外科学实践课，辨识万绿园的植
物。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