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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多个学习类软件接连被

曝“涉黄”事件出现了惊人的反
转，一家被指“涉黄”的公司公开
了很多证据，称遭到竞争对手的

“构陷”，而被指“构陷”的一方则
回应这是对手的“诬陷”。目前双
方都称已保全证据，将寻求司法途
径维护自身权益。

这起“涉黄”罗生门，现在真
是一地鸡毛，也再一次刷低了一
些互联网公司的底线。互联网公
司在白热化的竞争中“互撕”很
常见，但在受众主要为未成年人

的在线教育行业出现这种情况，
却不多见。如果最终证实“涉黄”
确为竞争对手的“构陷”，那么这
种不惜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
正当竞争手段，不仅是基本商业伦
理的丧失，还跨越了家长和学生的
心理底线，践踏了法律。其行为之
恶劣，不仅令人不齿，还应该受到
法律的制裁。

如果“构陷”不存在，平台则
存在把关不严、监管不力的问题。
今天的用户就是明天的未来，在教
育这个特殊的市场内，教育产品和
服务的使用者是没有足够辨别能
力、心智尚不健全、容易受到不良
信息污染的学生。互联网平台必须
加大对用户所发布信息的审查力
度，尤其是服务于未成年人的在线
教育产品，更应当重点审核。总之
必须慎之又慎、严之又严，给孩子
们一片洁净的天空。

而某些培训机构，把应届毕业
生包装成经验丰富的名师，鼓动新

聘任的教师和学生蒙蔽家长和考
生，用尖子班宣传高通过率，杜撰
成功典范和师资等虚假宣传、虚假
承诺的做法，虽不及“涉黄”恶
劣，却也都是底线的丧失。

教育是启迪智慧、培养品格的
事业，虽然是校外培训，但本质
上仍然是教育活动，学生不可能只
受教育者所传授的知识、技能的影
响，也必然会受到教育者言行的熏
陶。人无信不立，对于企业来说，
诚信亦是其生存的基石。社会对
从事教育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的道
德品质有更高的底线要求。而最
基本的底线莫过于在利益诱惑面前
不作假、不作恶。一个丧失了基本
的商业伦理，充满了欺诈的教育企
业，如何能给孩子良好的示范和引
导呢？

教育关乎孩子的成长与社会的
未来，教育从业者的坚守也就尤为
重要。与教育市场上缺乏坚守所导
致的乱象相比，上周另外两则关于

坚守的故事则让人感动不已。媒体
报道，河北尚义县甲石河乡偏僻的
黄土圪梁上有一所碱沟梁小学，两
年多前，学校里唯一一名教师到了
退休的年龄，小学面临关门的风
险，学生面临失学的可能。当时还
在甲石河中心小学任教的贾旺，得
知这一情况后，主动请缨来到了碱
沟梁小学。现在碱沟梁小学只剩一
个孩子了，为了不让这最后一个孩
子辍学，56岁的贾旺表示还准备坚
守下去，“不论有多艰难，自己都
想把这个孩子教好。”

现年 86 岁的方敬，是华东师
范大学的退休教授。方敬 26 年前
退休后便执意回到老家江苏省连云
港市赣榆县宋庄镇，继续坚守他的
教育事业。他给当地的村里娃和乡
镇公务员们免费上课，通过设立奖
学基金等多种形式帮助了 200 多名
贫困生。据不完全统计，方敬回
乡定居的这些年里，用自己的积
蓄资助贫困生、帮助学校改善教

学条件已超 200 万元。“一个国家
要 兴 旺 发 达 ， 没 有 教 育 是 不 行
的。”朴实的言语中，是方敬对教
育最真挚的情怀和最坚定的信仰。

对于像贾旺和方敬这类把教育
当作使命的教育从业者来说，哪
怕只有一个学生，哪怕要历经千
辛万苦，哪怕要做出种种牺牲也
要坚守下去。这些坚守者的目的
当然不是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
甚 至 坚 守 本 身 还 需 要 他 们 去 投
入、去付出、去牺牲。但他们的
人生价值却在坚守教育初心的过
程中得到了升华，学生的成长 、
社会的由衷肯定和赞美，是给他
们的最好回报。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坚守不
作假、不作恶的底线，用负责任的
产品和服务回馈用户的企业，必将
获得市场的丰厚回报。而那些丧失
底线，高喊着教育情怀，实际上却
把情怀当作假、作恶的遮羞布的企
业或个人，也终会因小而失大。

从事教育活动离不开坚守
杨三喜

薛红伟 绘

/ 漫话 /

《广州日报》报道，有网友在论坛爆料，他
们所参加的番禺区某医院岗前培训，竟是去
旅游园区当服务员，有的端盘子，有的卖公
仔，有的维持秩序，有的负责检票⋯⋯

一边是“闪闪发光”的医学博士、硕士，一
边是扫地倒垃圾、端盘子，这“画风”是不是有
点不对？有网友就表示，两种职业风马牛不
相及，这样的培训离题万里；还有的禁不住浮
想联翩，觉得医院有“出让廉价劳动力”之嫌。

端盘子是
哪门子岗前培训？

/ 网言 /

暑假已经过了大半，孩
子们的暑期游则达到了高潮
阶段。在我身边，但凡有孩
子的家长，几乎都已经形成
一个惯例，要把年假放在暑
假，方便陪孩子出去玩。这
样做当然非常好，尤其是一
些学龄前的孩子，更需要大人
的陪伴。而不能休假的家长，
则倾向给孩子报个游学班。
在暑期出游非常火爆的当下，
我发现“鄙视链”的生命力真
的非常强，在一个班里，从孩
子到家长，都不乏对暑期出游
的攀比之心。

这几年，无论是学校组织
还是青少年培训机构组织的
暑期出国游，热度都有增不
减。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的数据就显示，2013 年该中
心出国游学报名为 204 人，今
年已经超过 400 人，仅 5 年就
翻了一番。趁着暑期，让孩子
出国游学个十天半个月，除了
性价比不敢恭维之外，好处是
非常显性的。比如，可以锻炼
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可以增
长孩子的见识。

不过，在一场“教育不能
输在起跑线上”的比拼中，我
们总是容易看到显性的好处，
而忽略隐性的缺失。从众行
为本身，更多的只是带给家长
一些“我们并非异类”“我们身
处潮流中”的安全感，而未必
有想象中的那些收获。除了
显性的好处，不够淡定的家长
们，因为受到社会风潮的蛊
惑，而进行攀比式的暑期游，
可能进一步窄化孩子的视野。

一般而言，孩子的确通过
暑期游开阔了视野。但另一
方面，家长和孩子都会认为只
有“向上看”，只有去更贵、更

发达的地方，才能增长见识，
增强能力。这种心智模式一
旦形成，就会对孩子产生非常
糟糕的影响。

人作为社会动物，不管身
处什么阶层、群体，都需要几
种最基础同时不可替代的能
力，即合作精神、分享精神和
共情能力。对于害怕孩子滑
落到更低阶层的家长们来说，
存在一个基于自身经验的巨
大误区，即过去几十年里中国
经济一直处于增长状态，整个
社会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很
少出现大规模的阶层滑落。
但在未来，孩子更重要的能力
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是面对
不同场景的应对能力，是面对
危机和失败之后的抗风险能
力。而这，也是人工智能时代
的教育启示。

上述这些能力，动辄几万
元的暑期游不能说完全无法
提供，至少提供的要素非常单
一，非常单向度。从扩展孩子
视野，增加社会认知，乃至提
升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来看，
在家门口的一次卖报行为，也
许比暑期游更能锻炼孩子。
当然，这样说并非否认暑期游
的意义，只是要说明，如果只
是在攀比的大环境下选择暑
期游，那么，孩子的竞争方向
过于单一，最后一定会沦为

“烧钱”比拼。
在最终目的上，任何攀比

的做法都无法真正拓展孩子
的视野，无法锻炼孩子健康的
心智。如果沉迷其中，最终反
而会削弱孩子思维和见识的
复杂性，导致他们的抗风险能
力下滑。

（作者尼德罗，原载《中国
青年报》，有删改）

攀比式暑期游
反会窄化孩子视野

·招聘信息·

华中师范大学是国家教育部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
学，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
要基地，承担着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的重任。本着
传播先进教育理念、输出优质教育资源、服务地方基础教育
的原则，依托华中师范大学雄厚的教育资源和成熟的办学经
验，华中师范大学国内合作与校友办公室 （合作办） 代表学
校开展基础教育 （小学、中学） 的对外合作办学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的核心理念是整合各方
资源，综合利用各类手段，突出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特
色，促进合作区域内的教育改革，进而带动华中师范大学特
色师范教育的创新发展，提升学校办学效益。经过 4 年的发
展，我校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同多个
地方政府部门、知名企业签署和洽谈合作项目。2013 年至
今，累计签署合作办学项目40余项，先后在湖北、广东、海
南、江苏、甘肃、河南等 11 个省份开展合作办学。截至
2017年，附属合办学校已开学的有30所。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发展需要，现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合作办学平台学校正、副校长，欢迎热爱
教育事业、有情怀、有理想的校长加入我们。

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校长、副校长启事

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部微信公众号

联系电话：027-67868803 027-67868848
联 系 人：袁老师 黄老师
电子邮箱：hzbrs@mail.ccnu.edu.cn
合作办网址：http://hzb.ccnu.edu.cn/

（首页“通知公告”栏）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

华中师范大学老图书馆305室
邮政编码：430079

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办网站

报名截至 2017 年 9 月 17 日。招聘条件、报名方式
等详细信息见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办网站、华中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合作办学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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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吹响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冲锋号
（上接第一版）

职业教育是“秘密武器”：
输出一人，脱贫一户

苍山下、洱海边，两年间，一座
崭新的大学校园拔地而起。

“看，那是应用技术研究院和云教
育大楼。”站在行政办公楼的高层平
台，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的全貌一览无
余，该校副校长杨丽宏手指远处，脸
上写满兴奋。

滇 西 大 是 个 新 生 的 “ 婴 儿 ”：
2015 年 4 月经教育部批准筹建，今年
5 月获批正式成立。它是教育部定点
联系滇西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重点项
目之一，采取“政府+高校+院所+企
业”的合作办学模式。除了位于大理
的总部，滇西大下设 3 个位于其他地
区的特色学院：傣医药学院 （景洪
市）、普洱茶学院 （普洱市） 和珠宝学
院 （腾冲市）。

“我们发展的一大优势，是得到了
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的
支持。”杨丽宏举例说，上海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
抽调骨干教师，参与滇西大的整体规
划和专业建设。

作为全国首批应用技术型大学，
滇西大也是教育精准扶贫的一块试验
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贫
困人口掌握知识和一技之长，才是脱
贫的“王道”。

但有些困难群众还认识不到这一
点。

“读书有什么好？将来还不是回来
种苞谷？”类似的论调，云南省教育厅
政策法规处处长李光洪在怒江州泸水
市开展扶贫工作期间，听过不少次。
他认为，“贫困不能全怪自然环境恶
劣，也与村民受教育程度相关”。

在朱华山眼里，职业教育是延长
学龄人口受教育年限的重要一端，也
是打开脱贫之门的“金钥匙”，“可以
达到‘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效
果，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直接、有
效的方式”。

巨额资金的投入，直观反映了云
南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心：启动国家开
发银行贷款 300 亿元，用于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实施的现代职业
教育扶贫工程，计划年内完成投资
100亿元以上。

与此同时，云南职教招生规模也
不断扩大。今年，云南省中等职业教
育计划招生31.65万人，其中普通中专
计划招生11.02万人、职业高中计划招
生 10.03 万人、技工学校计划招生 4.6
万人、五年制大专计划招生 6 万人

（包括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初中毕业
生2000人）。

滇 西 大 近 日 完 成 了 首 次 正 式 招
生。录取的 480 人中，包括少数民族
学生 153 人，占 31.88%；农村学生
421 人，占 87.71%；来自滇西十州市
的学生 220 人，占 45.83%。滇西大的
建校使命是精准扶贫，办学定位是服
务区域产业发展，首次招生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两点。

大数据平台是“监测雷达”：
靶向精准，扶贫效率才会高

教育扶贫怎么做到精准？和很多
同行一样，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教育局
局长和绍东也曾为此苦恼。

然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全
市教育精准扶贫情况，他却毫不含
糊：从去年9月到今年7月，全市资助
646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资助在
州外就读的农村户籍大中专学生 1702
人，资助金额共 959.75 万元。同时，
发放助学贷款 438 万元，受益学生
457人。

这要归功于迪庆州去年开发的精
准扶贫学生信息管理系统。通过不断
完善数据，今年这套系统录入了全州
贫困学生的基本信息，包括民族属
性、家庭情况、健康状况、毕业去
向、建档立卡户情况等。不少人把这
套系统称作“雷达”：有了它，扶持
谁、怎么扶一清二楚。

记者在云南采访期间，各级扶贫
干部正忙着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新

一轮精细核准。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和省扶贫办要求，此次动态调整
于7月底完成筛查、比对、核实，8月
15 日前完成评议、公示、审定，力求
100%实现精准。

“建立完善精准扶贫管理制度，才
能切实增强教育扶贫的实效。”对于

“精准”的重要性，朱华山一语点破。
云南省教育厅现在正在重点做两

项工作：加紧推进教育精准扶贫信息
员制度和“教育精准扶贫数据平台”
建设。扶贫大数据平台将和教育系统
的学生资助、学生学籍、招生考试、
学生就业等系统衔接，全面建立上下
左右横向纵向互联互通的工作平台、
管理平台、展示平台、协作平台和支
持平台。

在如今的云南，幼儿园到大学都
有全覆盖的精准资助体系，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可优先享受各项资助。
比如，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儿童，学
前教育阶段按每人每年 300 元标准给
予助学金资助；义务教育阶段，“两免
一补”和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到每一个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大学生是精准资助的重点人群。大
理州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廖
原告诉记者，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大
学生，每人每年除了可以得到 3500 元
国家助学金和 5000 元学费的资助，还
可享受政府贴息助学贷款，标准为本专
科8000元、研究生12000元。

有些地方的孩子则更幸运：临沧
市在双江、耿马、沧源 3 个边境县实
施 14 年免费教育；红河州免除了南部
6 个县农村户口普通高中学生学费；
昆明市东川区除了免除中职学校贫困
生学费、住宿费和教科书费，还给予
每生每年3600元资助。

“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一个学生因
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周荣表示，到
2020 年，云南要实现建档立卡等贫困
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
各教育阶段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
资助，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
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

本报南京8月20日讯 （记者 缪志
聪 通讯员 刘丹青）今天是已故国医大
师、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朱良春诞辰百年
纪念日。8月19日，南京中医药大学、中
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了朱良春先生学术思想
研讨会暨百岁诞辰纪念系列活动。

活动现场，遵照朱良春遗愿，其子
女捐出了朱老生前的全部积蓄 400 万
元。其中，向新成立的“朱良春慈善基
金”捐资 300 万元，用于资助中医药类
专业院校的贫困家庭学生及贫困家庭大
病患者，并奖励在推动中医药文化发展

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个人和团体；同时，
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朱良春奖学金”增
资 100 万元，用于资助品学兼优但经济
拮据的学子。

朱 良 春 1917 年 出 生 于 江 苏 丹 徒
县。1954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
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创办时，朱良春参
与了新中国第一套高等中医药教材的编
写，并承担了多个师资班和西学中班的
教学工作，是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
奠基人之一。

南京中医药大学纪念朱良春诞辰百年
子女捐出其毕生积蓄400万元助学

本报郑州 8 月 20 日讯（记者 李见
新）今天是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报名第一
天。微信报名、发放预约卡、体验校本课
程、亲子游戏等，各小学使出“十八般武
艺”，让家长们不排队、不费时报上名，让
孩子们玩着玩着就把入学这节课上完了。

上午 8 点，记者走进金水区文化绿
城小学，在校门口并未看到往年排长队

报名的现象。原来，为了方便新生报
名，学校开展了一站式服务。“从来学
校到报名完成拿到通知书，仅用了十几
分钟，学校的效率太高了！”家长王先
生高兴地说。该校校长杜豫告诉记者，
为方便家长，学校将辖区分为四个片
区，分时段接受报名，还充分利用地下
篮球场，将看台设置成休息区，将篮球

场设置成拍摄区，让孩子们拍照留念。
南阳路第三小学是金水区外来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较多的一个报名点。为了
让家长免于等待，学校开辟微信预约报
名通道，家长们关注后即可选择“外来
务工子女报名通道”进行预约报名。

“开设微信预约报名太方便啦！我大女
儿也在这儿上学，当初因为排队报名时
间太长，孩子都饿哭了。”一位家长说。

郑东新区康平小学除了精心挑选了
绘本、泥塑、创客等适合孩子的课程，还
在操场上为家长和孩子们准备了“击鼓
投篮”“南水北调”“神笔马良”等亲子游
戏，让家长和孩子初步了解、认知学校。

郑州小学入学报名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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