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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日前报道，佛山市
某社区民警中队接一男事主报案称，其
被网络诈骗了20多万元。经了解，事
主向先生在澳大利亚取得法律硕士学
历，如今要回中国找工作，但要经过国
内认证机构办理学历认证才能就业。然
而，向先生并没有选择到正规的认证机
构去进行学历认证，而是通过搜索添加
了一个国外学历认证QQ群，结果遇到
骗子。骗子以需要缴交办理认证的手续
费和办证费为由，从5月9日至5月17
日，要求事主分16次将91760元转到
银行账号上。目前，警方已对该案进行
立案调查。

远离非正规
学历认证

据媒体报道，日前有学生和家长反
映，一些培训机构声称针对中国科学院
大学 2018 年本科招生综合评价面试进
行考前专门培训并收取高额费用，中国
科学院大学对此发布声明称，该校本科
招生没有采取任何考前培训形式。

高考承载着老百姓对纵向社会流动
的期望。进入名校不仅意味着某种意义
上的前程无忧，也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信任与社会认同。为了获取优质的教育
资源，学生们和家长们使尽了浑身解
数。这种渴望“争上游”的成功焦虑，
让一些培训机构找到了生存空间。在一
个注重利益变现的时代里，不少培训机
构为了多捞一笔，往往夸大其词、移花
接木甚至无中生有，吹嘘自己如何有门
路和本事，如何擅长速成，诱惑那些有
着非分之想的“鱼儿”上钩。

那些打着名校旗号招摇撞骗的培训
广告，本质上是一种背离事实的虚假宣
传。信息不对称以及社会信任的缺失，
让一些人依然不相信规则而迷恋潜规
则，相信高考招录中存在藏污纳垢的灰
色地带，相信有的人神通广大，相信通
过培训可以弯道超车。正是因为一些人
渴望走捷径，才让一些培训机构钻了空
子。

按照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说法，综合
评价面试主要考查学生的数理基础、逻
辑推理、学习兴趣、想象能力、表达能
力及综合素质，短期培训无法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许多培训机构擅长忽悠，
让受骗者相信只要上了这个培训班就可
以化腐朽为神奇，就可以立竿见影地提
升孩子的应试能力，从而顺利过关。

作家巴金在《再说小骗子》一文中
写道：“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到
前门，他们只好另想办法找门路开后
门，终于撞到骗子怀里，出了丑。”不
论是层出不穷的“面试保过班”，还是

“300 分上名校”，抑或“被高回报所
骗”，许多时候骗子们的行骗手法并不
高明，花样也谈不上有多么新奇，却依
然能让一些人上当受骗，为何？这恐怕
与受骗者热衷“走捷径”的心理有关，
骗子们投其所好，让他们陷入欲望的泥
沼里难以自拔。

考前培训骗局不仅会影响孩子们的
学业，也会让家长承受物质损伤与精神
伤害。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考前培训
骗局，考生和家长要多一些风险防范意
识。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让
那些坑蒙拐骗的培训机构付出应有的代
价，提升违规成本；另一方面，家长们
要少一些捷径心态，对“脚踏实地不如
投机取巧”这种扭曲的认知认同进行纠
偏。说到底，“临时抱佛脚”正中培训
机构下怀，让他们有机会多捞一笔。

在当下社会，许多天上掉下来的
“馅饼”实际上只是经过伪装的“陷
阱”。渴望成功固然无可厚非，但一味
渴望捷径的心理却不能任其野蛮生长。
喜欢“走捷径”的人越多，骗子们得手
的机会也就越多。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师）

自古捷径多陷阱
杨朝清

据媒体报道，根据河南省教育厅中招
考试的相关规定，郑州市教育局日前要求
各招生学校按照招生规则办事，不准违规
招生。通过健全监督检查，确保普通高中
招生公正、公平、公开。

近些年来，高中招生不讲规矩抢生源
事件时常发生，成了基础教育领域一大顽
疾。比如，提前单独组织招生考试，未经
批准跨区域招生、抢夺优质生源，等等。
高中招生抢生源会破坏招生秩序，直接损
害区域高中健康生态，影响区域高中教育
良性发展，还会增加学校办学成本，有违社
会公平，更会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影响
教育形象，对社会风气造成恶劣影响。

高中违规招生抢生源现象的发生，归
根结底是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
在作怪。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政府领

导政绩观出现偏差，监管职能部门监督不
力也促成了乱象，当然还有学生家长错误
的成才观推波助澜的因素。

规范高中招生秩序，严禁违规招生，
遏制高中抢生源，国家教育部早就发声。
今年 2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做
好 2018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
知》 指出，“要进一步明确公办普通高中
学校招生范围、招生时间，严格控制跨地
市、县区招生的学校数量。依法规范民办
普通高中招生行为，根据核定的招生计划
和确定的招生范围加强监管。坚决制止违
规跨区域争抢生源、掐尖招生行为。”与此
同时，众多省市教育部门同步跟进，下发文
件遏制高中抢生源，像上文中的河南省教
育厅和郑州市教育局等就是这样做的。

遏制高中抢生源，是当前推进高中招

生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有助于促进区域、
校际均衡发展，防止恶性竞争，维护正常
的招生秩序。各地必须在实践中坚决贯彻
落实。而遏制高中抢生源，关键要监督执
纪动真格。

一要政府相关部门明确各校校长为学
校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各县(市)区教育
主管部门为规范招生行为责任主体，强化

“谁主管、谁负责”意识。二要纪检监察
机关畅通举报渠道，对来电、来信、来访
反映高中违规招生抢生源行为的，第一时
间进行明察暗访核实，对确实违反招生规
定的当事人员和责任领导，一律从重处理
问责。三要按照相关要求，对违反招生规
定抢生源情节严重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
给予撤销相关级别“示范性高中”称号处
理，绝对不能对一些“示范性高中”违规

招生抢生源行为“视而不见”“下不了
手”。四要对于民办学校违规招生抢生源
行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
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
证的处罚。

从长远来看，遏制高中抢生源，规范
招生行为，地方政府要拿出更大的决心，
少一点政绩冲动，多一点科学发展思维；
对基础教育进行治理，推进所辖区域教育
均衡发展；推进以“考试招生分离，打破
一考定终身”为基本精神的中高考改革；
改革教育评价方式，不完全以成绩论优
劣，要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引入人才多元
评价机制，不“唯分是举”。做到了这
些，抢生源的行为便会大大减少。

（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公务员）

遏制抢生源要动真格监督
曹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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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
雄烈士保护法》，在广大中小学生
中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
主义精神，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请各地在中小学中
组织开展一次以“崇尚英雄 精忠
报国”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前，
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中小学开
一次主题班会，并选择“崇尚英
雄 精忠报国”作为主题，其中之
深意值得思考。而如何开好这个主
题班会，同样值得思考。

选择“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

作为班会主题，对于在新时代广大
中小学生中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
神、爱国主义精神，有着重大意
义。和平年代的中小学生，对于英
雄精神越来越隔膜。如今，中小学
生的阅读起点时间更早，阅读量更
大，这是时代进步的地方，但也存
在很多问题，那就是青少年阅读的
内容基本是一些畅销的欧美童书、
日本动漫，而对中国的英雄故事接
触很少，诸如 《岳飞传》 这类小人
书也越来越缺乏市场。这样成长起
来的青少年不但相对缺乏阳刚之
气，更缺乏自然而然产生的家国情
怀。习近平总书记自小便受英雄故
事的熏陶，他常谈起五六岁时随母
亲买《岳飞传》等小人书的故事，“买
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
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
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
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
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
生追求的目标。”总书记的家国情
怀，与从小所受到的英雄故事熏陶
有着不少关联。

那么，如何开好主题班会呢？
笔者认为，一要讲好英雄故事，让
青少年理解英雄和报国之间的关
系；二要弘扬英雄精神，让英雄精
神成为新时代青少年成长的动力。
如何讲好英雄故事？通知要求，应
当丰富班会的形式和内容，这是组
织形式层面的要求，笔者相信各地
各学校都能做到并做好，并善于从
英雄故事中提炼出核心价值，让中
小学生们认识到，英雄虽有年代之

分，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皆因其精
忠报国的精神和举动。中华民族自古
英雄辈出，莫说古代有岳飞、文天祥
这样的民族英雄，即便近一百年来，
我国也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英雄：在革
命年代，有董存瑞、邱少云、黄继
光、狼牙山五壮士等数不清的革命先
烈；在艰苦的建设年代，有焦裕禄、
孔繁森、任长霞这些用信念、人格和
情操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
英雄公仆；在如今的和平年代，也涌
现了众多的专业英雄，如第一个进入
太空的航天英雄杨利伟、依靠过硬专
业本领拯救全机人生命的川航机长刘
传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做
出了杰出贡献。不同年代的英雄有着
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共同的特征，即
这些英雄的事迹都是与报效国家紧密
相连的，是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相
连的。

如何弘扬英雄精神？作为一次特
殊的主题班会，绝不能走过场，要有
持续的配套活动和育人实践，如此方
能入脑入心，让英雄精神内化为新时
代青少年成长的动力。青少年是祖国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多的
新时代英雄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在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过程中，也正是教育救国、教
育兴国、教育强国的过程。教育系统
也产生了数不胜数的英雄，他们是将
民族大义扛在肩上的五四青年，是抢
救国家财产的英雄少年赖宁和草原英
雄小姐妹，是心怀强国梦想而教书育
人的李保国、黄大年，更有千千万万
的心怀国家社稷、践行教育理想的师
生。我们不但要讲好每个年代的英雄
故事，更要让英雄精神激励这一代年
轻人的成长。

今天，我们讲英雄故事给孩子
听，是希望年青一代具有纯正的品
格。今天，我们好好开一次“崇尚英
雄 精忠报国”的主题班会，并不是
希望每个孩子都成为小英雄，而是希
望未来的一代们，拥有正义和良知，
拥有家国情怀，以更好的姿态成为新
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副研究员）

开好“英雄与报国”主题班会
陈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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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次特殊的主
题班会，绝不能走过场，
要有持续的配套活动和
育人实践，如此方能入脑
入心，让英雄精神内化为
新时代青少年成长的动
力。我们不但要讲好每
个年代的英雄故事，更要
让英雄精神激励这一代
年轻人的成长。

“亲，帮我家孩子投个票吧！”
“麻烦给我们家 XXX 投个票，一人可
投 3 票哦”⋯⋯你的朋友圈是否也被
孩子父母的各种“求投票”刷屏？近
日有媒体报道，浙江省教育厅发布

《关于规范校园网络投票活动的通
知》，明确涉及学生 （幼儿） 个人荣
誉的各项评选活动，原则上不采用面
向社会的网络投票。

可 谓 “ 喜 也 网 络 ， 忧 也 网
络”——学生乃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荣
誉评选，一旦与网络投票搭上关系，
家长们往往会动用一切社会资源，特
别是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以致评选
活动变成了“拼爹拼妈”。有报道曾
称，重庆沙坪坝区一小学大队委竞选

在网上展开，某年级页面上，一共有
10名候选人。截至投票结束，累计投
票竟有 3.5 万票，访问次数达到了 40
万次。

近年来，网络投票评选活动在
校园内外呈现泛滥趋势，“拉票”造
势与“刷票”助攻，显然对学生和
幼儿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一些
评选活动的组织者之所以常借“网
络投票只占部分比例”的名义，热
衷把校内荣誉与校外互动强扭一块
儿，无非是希冀提升“社会参与”
的关注热度，进而起到声名远播的
宣传效果。

在各种学生荣誉评选活动中，明
里暗里地让网络投票推波助澜，看似

有声有色、场面热闹。但在这虚幻的
“群情热烈”之下，常常滋生并搅起
花钱“刷票”的潜流与浑水。比如前
几年，湖北某大学生参加一项全国比
赛后，辛苦“拉票”一个月，得票数
仍只有万余张，远远落后于领先者。
无奈，他请网络公司代为“刷票”，
名次迅速冲到了前十位。但这一“成
绩”的取得，却让他深感震惊和不
安，最终停止花钱造假，且在网上发
文忏悔，披露了自己的“刷票”经
历。

谁都明白，优秀的孩子或其作品
等，肯定不是靠网络投票“刷”出来
的。可以这样说，对于在朋友圈腆着
脸“求投票”的公害式举动，很多家

长在内心里也并不认同，甚而十分反
感，毕竟有些所谓“举手之劳”的投
票，是需要付出关注某些公众号，或
是填写自己的手机号等作为代价的，
这就存在泄露个人隐私信息的隐忧。
但问题是，假如不去“求票”，孩子
的荣誉可能因此而泡汤。再一个顾虑
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不然
以后就不好意思求别人了。

实话实说，学生及幼儿的荣誉评
选，一来属于培植正确“三观”的打
基础，二来真没有太多的外力可助
威。所以，对之不仅要把投票范围限
定在校园之内，而且理应使之隔绝象
牙塔外的“刷票”浑水。正如浙江省
教育厅在 《通知》 中所称，网络投票

引发的刷票、拉票行为导致投票结果
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容易诱导学生投
机取巧、助长功利之心，与学校的育
人目标背道而驰。

显然，让学生荣誉评选远离“刷
票”浑水，也要做到“内外兼顾”，
正视并解决“剃头担子一头热”的问
题。浙江的做法值得借鉴，除了管
住校园和幼儿园，还将加强对社会
培训机构的管理，并与社会团体组
织加强沟通，涉及学生和幼儿的微
信、QQ 等网络投票活动，应事先征
得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唯有如
此，才能有效抑制网络“刷票”的合
谋互利。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学生荣誉评选就该远离“刷票”浑水
司马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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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招聘信息··

庆云云天中学为助力幸福教育小镇建设、创建环
渤海教育名城，现面向全国招聘高中优秀教师 18 名。
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
地理、生物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教师各1名。

1.符合聘用人员，列事业编制。
2.学校为学科带头人落实年薪20万—30万元，提

供一次性安家费50万—100万元；骨干教师年薪15万
—25万元，提供一次性安家费30万—50万元。

3.符合条件的享受庆云县高层次人才引进相关政策。

详情登录庆云县政府部门网公告栏
www.qingyun.gov.cn

报名时间：2018年5月25日—7月10日
电子邮箱：qygccjs@163.com

报名联系人：李老师 0534-3786677
8215533 13675342599

说明：庆云在编教师不得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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