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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今年10月，南京市交通管理局
接到附近派出所的一起警情，称有10名不同大
学的大学生组成“受骗者联盟”与买卖驾照积分
的黄牛发生了肢体冲突。当下，“买分销分”的
市场需求很大，黄牛盯上了有驾照但没有车的
大学生群体，他们思想单纯又没有经济来源，十
分容易上钩。大学生卖分的过程中，不仅可能
收不到钱，还有可能受到其他不法侵害。

对此，警方呼吁广大驾驶员抵制诱惑，上当
受骗后积极报警，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和
自身权益。

小心“卖分”不成
反被骗

/ 漫话 /

/ 一家之言 /

/ 快评 /

王铎

绘

针对社会热议的“量子波动速
读”培训，记者11月1日从深圳市教
育局获悉，该局发布通知，禁止中小
学生参加相关培训项目或内容，对于
涉嫌违规的培训机构，相关部门正在
展开调查。深圳市教育局要求当地教
育行政部门、各中小学要对学生参加

“量子波动速读”培训情况进行核
查，教育部门还要对辖区内涉及相关

内容非法培训机构进行排查。
此前曝光的“量子波动速读”培

训视频中，教育机构宣称，“课程训
练学生运用 HSP 高感知力进行量子
波动速读，大脑呈现动态的影像，
1—5 分钟看完一本 10 万字左右的书
籍 ， 并 且 可 以 把 内 容 完 整 复 述 出
来。”如此“神效”的培训，简直让
人“大开眼界”。可大家都知道，饭
要一口一口地吃，书要一页一页地
看，这样的培训不仅本身有违教育常
识，其效果存疑，也涉嫌虚假宣传甚
至是欺诈。

目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
查明，涉事教育机构在宣传页、宣传
册等材料和公众号上发布的相关内容
涉嫌违法，该局已依法对当事人发出
询问通知书，并立案调查。最终该教
育机构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还不得而

知，但当地教育部门开始禁止中小学
生参加相关培训项目或内容，则向社
会展示了鲜明的态度、立场。

事实上，一些家长之所以容易
“偏听偏信”，将孩子随便交给一些不
靠谱的培训机构，与权威信息的发布
不足有直接关系。部分存在猫腻的教
育机构在回应质疑时，也往往理直气
壮地声称——如果没有效果，怎么没
被查处？在这方面，教育部门和学
校，就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向家
长普及相关的常识。教育部门和学校
的态度越鲜明，培训机构浑水摸鱼、
误导家长的可能性就越小。

还要看到，当前市场上各类林林
总总的奇葩培训层出不穷，不仅不靠
谱，少有正面教育效果，更在加剧社
会的教育焦虑，一些家长即便有所疑
虑也难免在“抢跑”压力下为孩子报

名。对此，要求孩子和家长对效果存
疑、不必要的培训说“不”，实际上
也是营造良性的教育氛围、为学生减
负的题中之义。

当然，除了明确禁止学生参加不
靠谱的培训，教育、工商等部门也还
应该联合开展持续的培训市场治理，
从源头抑制奇葩培训“招摇撞骗”的
空间。比如，仅就“量子波动速读”
而言，媒体调查发现，在北京、杭
州、成都、盐城多地都有类似的培训
机构开展相关培训，不仅收费高昂，
动辄数万元，吸引了不少学员，还办
起了比赛。对此，各地教育部门宜有
统一的治理行动，既给予家长明确的
预期，也避免问题培训机构“打一枪
换一炮”，弱化治理的效力。

其实，类似“量子波动速读”这
类可疑的奇葩培训，可谓层出不穷，

诸如“超感力学习”“潜能教育开
发”“全脑教育”“右脑教育”等骗局
虽不断被媒体曝光，但其到底合不合
法，有多大的效果，少有权威机构和
部门的明确界定，社会对之的认知仍
多处于模糊状况。这也是部分家长依
然容易“入坑”的原因所在。对此，
在治理端就应该主动出击，该查处的
要查处，该向家长讲明白的要讲明
白。

形形色色的奇葩课外培训，其危
害不只体现在“无效”，更在于其在吞
噬家长的教育成本和教育耐心的同
时，不断撩拨社会的教育焦虑，最终扰
乱社会的教育定力和期待，加剧教育
的过度竞争。这类奇葩培训的危害不
容低估，而规范课外培训市场，更应该
久久为功。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禁止奇葩培训，更要持续规范培训市场
朱昌俊

日前，由饶毅、杨振宁、施一公等多
位科学家共同发起，腾讯基金会出资设立
的首届“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举行。50
位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的青年科技工
作者分别获得 300 万元人民币奖励，以鼓
励他们在基础学科和前沿技术领域发展中
的贡献。另一项表彰在科学研究领域为社
会做出积极影响的青年科研人员的“自然
科研全球影响力奖”评选结果也揭晓，37
岁的英国知名神经学家、英国皇家生物学
学会会士Tom Baden获奖。

关注青年科技工作者是这两个奖项的
鲜明特征。科学探索奖面向 45 岁及以下
中青年科学家，此次获奖的 50 人中，35
岁以下有 9 人，最年轻的获奖者不过 32
岁。而为了确保公正，在奖项的提名、推
荐、评审过程中，超过百位“两院院士”
参与其中，真正体现不唯出身、不唯帽
子、不唯关系。这种评选方式，也是打破
科研人才评价唯学历、唯论文、唯帽子等
倾向的积极尝试。区别于其他对已有科学
成果进行奖励的奖项，科学探索奖奖励的
是青年科学家正在从事的基础科学与前沿
核心技术的未来可能，看重的是潜力而非
当下，鼓励“探索”之意，实至名归。

基础科学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体
现，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
问题的总机关。随着国际科技竞争的加
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了基础研
究战略部署，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
究前移，而前沿科学研究则是在科学的

“无人区”挺进。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研
究，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等特点，尤其要
求研究者心无旁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初心。另外一方面，正如杨振宁在颁奖礼
上所言，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五年到十年的
期间，是科研工作者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这个期间要选择一个领域，要在这个领域
里头做出来一个能够站得住的工作。与此
同时，这个阶段的青年科学家，精力旺
盛、思维活跃，也最容易出成果。有人统
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科研突
破，大部分是在他们 30 岁至 45 岁之间实
现。基础科学、前沿科学研究的特点和青
年科学家成长规律双重因素叠加，决定了
必须要为青年科学家营造心无旁骛的科研
环境，既激发他们的探索热情，也让他们
有足够的定力甘守寂寞、坚守初心。而这
正是科学探索奖的初衷所在。

曾经，成为科学家是很多人儿时脱口
而出的梦想，但在娱乐资讯消费走俏的时
代，科学新闻常常被遗忘在聚光灯的边缘，
科学家似乎成为一个受冷落的群体，这种
现象刺痛了公众的敏感神经。鼓励科研探
索，不仅要为科学家们营造心无旁骛的科
研环境，也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尊
重科学家的氛围。据了解，整个科学周活
动期间，除了盛大的科学探索奖颁奖仪式，
还有科学 WE 大会、医学 ME 大会等活动。
活动中，从人体细胞到天体粒子、类脑芯
片，科学家分享自己的研究进展，用前沿科
学搭建起一座连接人类体内“小宇宙”和广
袤未知宇宙的桥梁，科学家们成为了聚光
灯下的焦点人物。镁光灯下的凝视，无疑
是对这些在“无人区”挺进的科学家的肯
定。而更多的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也
得以有机会近距离了解科学研究的奥秘，
感受青年科学家的风采、理解科学精神。

科学探索需要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热情参与和投入。施
一公曾说，科学精神靠全社会传播，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靠青年科学家去传播。让
青年科学家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把他们
的科研探索的故事通过大众传播讲给公
众，无疑是很好的科学精神传播方式。不
仅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也有助
于在广大青少年中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
形成追逐科学探索的新时尚，激发他们探
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关注科学、热爱科学
并投身科学。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给挺进“无人区”的
“青稞”更多支持

吴峥

日 前 ， 教 育 部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介绍狠抓落实打赢振兴本科教
育攻坚战有关情况。自 2018 年 6 月
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以来，特别是全国教育大会以来，
教育部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办
学思想转变、育人理念更新、体制
机制改革、质量标准制定、技术方
法创新、教与学范式改变、质量文
化建设等方面下大力气，全力打赢
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教 育 教 学 质 量 是 学 校 的 生 命
线，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是
提高人才培养的关键。因此，深化
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切实满足教师

和学生的发展与成长的需求，将社
会的期待、家长的期盼变成现实，
当仁不让地应当成为高校各项工作
的重中之重。“牵牛要牵牛鼻子”，
在国家层面上相继推出一系列政策
举措的背景下，让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的“靴子落地”，重点需要抓好用
好以下三个有力“抓手”。

高校要结合自身实际，从各项
制度的顶层设计层面真正推动改革
的深入实施，最终扭转重科研、轻
教学的现实局面。众所周知，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现代
大学的基本职能，然而，近年来，
盲目追求学术研究 GDP 增长的风气
在一些学校不同程度存在。社会上
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的大学排行
榜，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重科研、
轻教学现象。个别高校制度层面上
的一些具体做法也容易导致形成

“科研通吃”的现象，不仅打击了教
师的教学热情，也影响着高校教育
教学生态的健康发展。因此，笔者

呼吁，相关部门要规范社会上名目
繁多、鱼龙混杂的大学排行机构，
还广大高校一个清净的发展空间；
高校领导要真正重视高校教育教学
和人才培养工作，正确看待教育教
学和科学研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
学校发展理念，而不是被各种排行
榜“牵着鼻子走”；高校要研究高等
教育办学规律和深入调研教师专业
发展诉求，真正不折不扣地落实

“破五唯”要求，保护投身教育教学
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广大
高校教师好好教书、潜心育人。

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主体

关键是教师，广大高校教师要增强教
育教学本领。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
首先要有一桶水，网络信息和终身学
习时代尤其如此。如果教师自己缺
乏旺盛的求知欲，不能够持续学习和
终身学习，那么自己拥有的那一桶水
也会慢慢蒸发殆尽。“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高校教师不能满足于自己拥
有“一桶水”，还必须要有新鲜流动的

“活水”。只有不断持续地自主学习，
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内容，教师教
学才能拥有“源头活水”，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需要广
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广大同
学积极维护自己的教育权益。高校
本科教育教学状况如何，广大学生
应当最具有话语权。包括教师的课
堂教育教学方法、教育态度和教育
内容以及教育投入程度，学生也最
具有评价的权力。因此，需要营造
一种健康的氛围，构建起学生科学
评教的指标体系和网络，鼓励学生

勇敢地对一些教师的“水课”说
“不”，共同挤出“水分”。既需要让
学生忙起来自主认真学习，还要相
信学生是不喜欢“水课”的，要放
权、赋权、还权给学生，使其成为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参与者、推动
者和监督者。与此同时，更需要高
校及其教务部门广开言路、深入调
研，综合征求包括教务、教师、学
生等多方意见，开展课程设置、课
堂教学、教育服务、教学效果等方
面的调查，切实增强“学生评教”
和“教师评学”环节的科学性、客
观性与公正性，使其既相互制约又
相互提升，最终指向于提升和改进
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总之，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不是唱“独角戏”，只有本科教育的
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奏响

“大合唱”，才能真正全力打赢全面
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作者系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所副教授）

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要奏“大合唱”
张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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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明确禁止学
生参加不靠谱的培训，教
育、工商等部门还应该联合
开展持续的培训市场治理，
从源头抑制奇葩培训“招摇
撞骗”的空间。

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不是唱“独角戏”，只有本科
教育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
参与，奏响“大合唱”，才能
真正全力打赢全面振兴本科
教育攻坚战。

一、学校简介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其前身是江西师大
附中国际部），由江西师范大学、新建区政府部门、江西
省通源地产集团三方合作创建，是一所高起点、高水
平、高品质的民办国际化学校，将于 2020 年 9 月开学。
学校依托江西师范大学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和厚实的科教
研发能力，由全国当代教育名家领衔，拥有由江西师
大附中原国际部走出的优秀教师团队，将以更先进的
教育国际化理念、更完善的国际化教学课程、更精美
的课堂内外教学和活动、更科学的教学模式和管理制
度、更现代的教育教学设施和更美好的校园环境，向新
时代启航，培养具有扎实中华情怀根基和宽阔国际视野
胸怀、担负民族复兴重任、创造世界和谐美好的新时代
杰出人才。

学校位于南昌市新建区昌西大道与祥云大道附近，
在赣江以西、昌铜高速以北——新建城里。该城在南昌
新开发区域内，与省政府部门、高铁站等重要地点皆相
距3.5公里，属南昌地铁规划建设区域，交通将愈来愈便

利。该区域规划配套设施完善，有新建区政府部门政策
支持，地理位置优越、生源优质丰富、学校发展前景广
阔。学校占地 90 余亩，按照省一级学校标准配置，小班
化办学，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小学、初中、高中阶段
的精品学位。

二、招聘岗位

（一） 管理人员
小学部、初中部负责人各1名。

（二） 名优骨干教师
小学：语文教师2名，数学、英语教师各1名。
初中：语文、数学、英语教师各1名。

三、招聘条件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中级以上职称和省级
示范学校工作经历；2. 年龄 45 周岁以下 （特级教师、学
科带头人、名优教师等可适当放宽年龄）；3. 应聘管理人
员者需有 3 年以上小学或中学相关管理经验，熟悉招生
流程和相关制度。

四、工资福利待遇

（一） 薪酬待遇。教师岗位年薪 16 万—30 万元 （管
理人员待遇面议）。

（二） 其他福利待遇。
1.鼓励进修提升：工作和条件许可的可享受5万元/人

的学习津贴；2.学校统一办理五险一金；3.学校提供工作周
转房；4.子女在校就读，享受学费减半优惠；5.教师购买通
源地产集团开发的房产，享受员工优惠 （市级及以上学科
带头人或骨干教师享受“人才引进特价购房”优惠）。

五、报名须知

报名时间：2019年11月1日—11月30日。
报名材料：应聘人员报名表、学历学位证书、职业

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证书、相关奖
励证书等。

六、招聘程序

1. 应聘人员登录江西致远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网

站 （网址：jxzyjytz.com） 下载对应附件填写报名表
（附件在“新闻中心”栏“招聘管理人员、名优骨干教师
公告”文末下载）。

2. 将报名表及相关材料投至电子邮箱 zyjy@jxnufs.
com。须注明邮件主题：教师岗为“姓名+应聘岗位（学段+
学科）”；管理岗为“姓名+应聘岗位（小学部/初中部）”。

3. 报名表及相关纸质材料也可函寄。收件地址：江
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437 号江西师大青山湖校区指挥塔
楼310室。

4. 初审合格者，学校通知面试考核，考核合格即签
订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人：范老师 0791-88507995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招聘管理人员、名优骨干教师公告

扫描关注公众号
了解学校更多资讯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