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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线
大河报少年大河报教育在线

重磅策划

教育者的责任 教育者的追求
大河报记者调查：八家教育机构诚信办学获好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想 文 许俊文 摄影

核心提示┃
教育，是重要的民

生工程，关乎千家万
户。

日前，教育部、民
政部、人社部、工商总
局等部门印发通知，要
求开展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行动。通知强调，
坚决纠正培训机构“超
纲教学”“提前教学”
“强化应试”等不良行
为；严禁培训机构组织
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
竞赛，坚决查处将培训
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
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
行为。

为此，今年3·15，
大河报联合多个市场
监管类部门、组织，对
我省的民办教育培训
行业进行了“全方位”
扫描。本报记者深入
调查走访，充分倾听了
学生及家长的意见，通
过大河报读者票选：郑
州晨钟教育集团、大山
教育集团、郑州联大教
育集团、学大教育集团
郑州分公司、国师高考
团队、郑州业兴教育、
平行线教育、郑州九中
国际部等八家机构得
到了业内人士及学生
家长的一致好评，获得
“2017河南诚信教育
机构”称号。

在颁奖暨座谈会
上，大家就各自办学特
色、办学理念、特色课
程，各方面共同行动起
来维护教育培训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进行了
交流探讨。

“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坚决
拥护中央政策，遵守校外培训
机构自律公约，积极参与培训
行业教师专业水平认证评价标
准的制定，认真履行中国民办
教育协会培训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职责，推动培训行业规范
有序地发展！”郑州晨钟教育集
团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民办
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朱玉峰首先发声。

对此，大山教育集团品牌
副校长程旸表示：“为了减轻中
小学生课外负担，保障中小学
生健康成长，大山外语、小数点
数学、御夫子大语文坚持以‘源
自课本，同步培优’为标准，以
培养孩子学习兴趣为内核，不
做过度超纲授课，不进行违规
竞赛选拔，通过科技创新让学
习更高效，使课外培训真正成
为学校教育的有效助力，青少
年身心发展、品格教育的‘第二
课堂’。”

“联大教育集团一直注重
的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而非强
调学生应试能力的揠苗助长，
联大的课程体系、课程特色、教
学模式与教学目标、学生培养
目标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性。十八年来，联大人不懈坚
持，无论是中高考改革还是四
部委的联合发文，联大的教学
理念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印
证和肯定。”联大教育集团创始
人兼CEO李琳也表达了自己
的见解。

学大教育集团中原大区总
校长曹卫军说：“成立17年来，
学大教育一直以‘服务学生成
长，推动教育改革，争作社会贡
献’为己任。此次四部委下发
的通知精神是自省、监督，更是
鞭策，学大教育将坚持以人为
本，立德树人，注重学生身心健
康，尊重青少年实践能力和综
合素质提高的理念，积极推动
教育培训行业创新与发展，为
创建有序的发展环境和树立行
业标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十余年来，国师人本着
‘专业、专注、用良心办教育’的

办学理念，认真贯彻党和国家
的教育方针，依法办学，合法办
学，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开展教
育活动。特色的早读、专业课
程、限时训练、主题班会、日清、
周清、周测等主题和辅助教学
环节，用心施教，倾心育人。”国
师高考创始人李从钦校长的表
态情真意切。

“作为受聘于省内外公办
名校讲课的老师，见证了教育
的发展，对于国家四部委的行
动我感受很深，民办教育只能
是公办教育的补充，不能越俎
代庖，进行超常教育、竞赛教
育，这样孩子的压力会过大。
在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孩子
情商的培养。学习是为了更好
地生活，不能因学习让学生压
力变大，这违背了教育的初
衷。国家对学生减负，目的也
在于此，让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郑州业兴教育（葛老师文
综）葛业兴老师理解得十分深
刻。

平行线教育郑州学校校长
李万成说：“平行线教育始终致
力于中小学数理化教育，坚持

‘教的是根，学的是源’的教育
理念，培养孩子理科思维能力，
秉持‘不用商人的眼光做简简
单单的培训，而是要用爱心做
一份教育事业’的经营理念。
坚持诚信办学，规范招生，一如
既往地做好教学和服务，做好
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者’，降
低家长及社会整体的焦虑情
绪。”

在座谈的最后，郑州九中
国际部主任程澈也从办学实际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将继
续完善和优化国际课程体系，
进一步推进中加、中美各国间
高中教育领域内的交流与合
作，积极引进国际优质高中教
育资源，把郑州九中的国际课
程打造成河南省精品课程，始
终牢记‘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就
是成全人、完善人、发展人，赋
予教育以高度和灵魂’，为郑州
教育国际化继续作出积极探索
与努力。”

寻找创新创业达人
河南省第二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标兵评选启动

昨日，大河报记者从河
南省教育厅获悉，即日起，我
省第二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标
兵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将评
选创新创业标兵 10 名。河
南省各高校在校大学生或
2008年6月份以后毕业的省
内高校毕业生创业者均可参
与。

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
由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主办，河南省
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承
办。将评选出河南省大学生
创新创业标兵 10 名。评选
对象为河南省各高校在校大
学生或2008年6月份以后毕
业的省内高校毕业生，同时，
申请人须在国内已注册登记
从事个体经营、创办企业或
民办非企业单位。

按照规定，申请者需诚
实守信、照章纳税、合法经
营，无不良社会反映；具有较
强的创新创业精神和争先创
优意识，创新创业业绩显著，
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创新创业初具规模，有一
定科技含量，公司发展前景
良好、势头迅猛，典型事迹对
我省大学生具有引领示范作
用；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
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
科技人才优先考虑。

按要求，各高校在校内
评选的基础上，于 5 月 31 日
前集中向省教育厅学生处推
荐1~2名大学生创新创业标
兵候选人。已离校毕业生可
自行向省教育厅学生处进行
申报。之后，省委高校工委、
省教育厅组织进行网络评
审、专家会评、实地考察等环
节。对综合考评遴选出的优
秀大学生创新创业典型人员
名单在省教育厅和省毕业生
就业信息网进行公示，公示
无异议的，评选为第二届“河
南 省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标
兵”。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
厅授予当选人“河南省大学
生创新创业标兵”荣誉称号
并适时颁奖。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创客易物节 展奇思妙想
“走一走，看一看，这里

的物品真好看！”“快来快
来！买一送一了啊！”……4
月18日下午，郑州市金水区
农科路小学南校区的操场上
热闹非凡，六年级的学生们
化身“小创客”，正在进行火
热的易物活动。

原来，这是该校举行的
第八届“小创客易物节”。和
常见的校园跳蚤市场活动不
同的是，本次易物节，学生们
需要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

获得营业执照后，才能进行
合法交易。汉服、动漫元素、
卡通造型……现场，记者注
意到，小创客们采用了多种
多样的方式吸引顾客注意。

值得关注的是，学生们
在易物节中出售的商品不仅
仅局限于旧物，还有他们亲
手制作的手工艺品、小食品、
果汁饮料等，让人时刻感受
到学生的奇思妙想。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萍
通讯员 陈姜明

书香校园 因阅读更美

4 月 17 日，郑州市金水
区南阳路第三小学“阅读悦
美”工程启动仪式暨“阅读，
点亮梦想”第四届读书节开
幕。

现场，活动分“诵之美”
“品之美”“悟之美”三个环
节，通过师生共同演绎诗歌，
学生齐诵《三字经》；学生和
家长共同朗诵诗歌；学生现
场书写书法作品等形式，展

示书香校园建设的成果。
据了解，近年来南阳路

三小按照“图书馆里建学校”
的思路，大力推进书香校园
的建设，开放式书吧遍布校
园，常态举办“经典诵读”“小
小百家讲坛”等系列读书活
动，推进“晨读午诵”和“小思
阅读”课程，让学生在书香中
成长。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白万岭

教育短波

大河报副社长金顺利（左五)与2017河南诚信教育机构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