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4000块钱长了5分

□本报记者 王晖

再过几天，今年全省中招体育
考试就全部结束了。让某高校体育
教师卢超引为自豪的是，他辅导的7
个“临时抱佛脚”的学生，分数都比
之前提高了5分以上。

卢超业余时间受聘的郑州市这
家培训机构原本只针对文化课补
习，由于今年我省中招体育考试分
数首次由 50分提高到 70分，于是
在年初果断地打出了中考体育补
习班的广告，生源果然十分火爆，
考前更是一连开了 3期培训班，速
成 50多名学员。像长跑这样的耐
力项目一般提前 3个月开始训练，
诸如立定跳远等技巧项目考前一
个月突击训练一下就差不多了。
机构聘请的是退役运动员或高校
体育老师，一个老师一次最多带 3
名学生，每周训练 2～3节课，每节
课 2个小时，收费 200 元。针对特
别薄弱的学生，培训机构还“贴心”
地推出“签约班”套餐，根据目标成
绩不限课时强化训练，费用当然就
没有那么贴心了，临近考试前每节
课收费400元。

学生家长赵先生说：“中考时

一分两分都能改变孩子的命运。
儿子的学习我有周密计划，平时课
余时间全部放在语数外补习班，我
给孩子从寒假开始花 4000元报了
签约班一对一辅导体育，虽然贵了
点，但成绩比训练前长了 5分。体
育是副科，分数一再提高不是难为
人吗？”

中招提高体育分数真是为了难
为人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郭
蔚蔚说，国家将体育纳入中考，根本
目的在于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
运动素养、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
展。自1995年起，我省中招体育考
试成绩开始计入中招总成绩，当时
满分30分。2008年，郑州市中招体
育考试成绩提高到50分，这次全省
统一将中招体育考试总分增至 70
分，不久的将来还将继续提升体育
成绩在中招考试中的比重，总分预
计会增至100分。

他认为，当体育培训班大行其
道、体育测试成为一种应试手段的
时候，体育原本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体育锻炼不应是一时一刻的突击，
而应是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中招体育补习班有着十分明显的
季节性的话，那么语文、数学、外语这些所谓的

“走遍天下都不怕”主科则长年累月经久不衰
地受到家长们的追捧。

记者走访郑州市多家培训机构发现，每
到下午放学和双休日，家家都人头攒动，且收
费令人咂舌，数学一对一 1小时收费 150元，
英语外教班25节课学费3600元，成绩不好的
报提高班，学霸级别的报精英班，孩子们疲惫
的表情和家长们焦虑的目光让人看了难免发
出一声叹气。小学6年级、中学9年级到了最
后一学期，半个班的学生上课时间请假去上
社会上的辅导班的“盛况”司空见惯。就连托
福、SAT这些美国考试制度，也被悄无声息地
裹挟到中国式教育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
体系里。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语文老师孔海
兰无奈地说，目前很多家长最关心的是学生交
上去的卷子能得多少分以及在班级的排名是
否有提高，而不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
内容，家长对学生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

不是“做对的事情”，她认为真正的好学生一定
是“做好该做的事情”。

12岁的刘悦涵小学 5年级时迷上了小说
《哈利波特》，模仿着其中的故事洋洋洒洒写了
一篇名为《我心中的魔法世界》的2000字的文
章，自己投稿发表在报纸上。看着报纸上女儿
的大作，父母惊喜之余萌生了想法：咱们报个
班吧，将来就当作家。于是，2500元报了25节
课的作文训练班。上了一个月，女儿偷偷把自
己的QQ名改成了“讨厌写作”。

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不是配备
良好的教室、经验丰富的教师和各种补习班，
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
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

父母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应该摒弃浮躁
的功利之心，静下心来走进孩子的心灵，尊重
孩子的兴趣和爱好，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学习就像一场马拉松，整个小学中学都是
起点。事实证明，一些孩子后来并不是输在学
科知识上，而是输在学习习惯、对知识的好奇
心和想象力上。

“把事情做对”和“做对的事情”2

淘淘就读的是一所郑州市最知名的公办
幼儿园。这位5岁半的“小名校生”，自然是没
有读过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但却和小说
里的主人公小奥斯卡一样，发现成人的世界太
过荒诞，于是许下了同样的心愿：永远做小孩
子。每周练习4次钢琴的他，一边哭泣一边弹
琴的同时，耳边总伴随着妈妈无奈的叹息：“我
现在不狠心，你长大了怎么办？”

这段时间也是争抢名幼儿园名额的季节，
家长们对公办幼儿园的追捧几乎到了狂热的地
步，有些家长甚至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开始预定
幼儿园学位。在这些70后80后年轻父母的心
目中，公办幼儿园就是名校，只要把孩子送进名
校，就能让他们在起跑线上处于领先位置。

郑州大学心理学教授张承凤分析这种现
象时指出，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
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品质教育资源
的争夺，这种火热程度归咎于中国人长期物质
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
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卷子题

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
校资源，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不仅牺牲了孩子的
健康，还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
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

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中描述自己从小
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
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她
发现除了天才的梦之外自己一无所有。

张爱玲最终也没有成为天才，更何况我们
中间的大多数呢。虽然做不了天才，但也绝不
能把本可以成为人才的孩子改造成奴才，更不
能直接把奴才当作人才。

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
的。孩子们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
到优异的成绩，失去的却是对学习的兴趣和学
习带来的乐趣。当前教育体制的弊端养活了
庞大的效率低下又思维陈旧的各类教育机构，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
生，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冒出一个“天才补习班”
也未可知呢。⑥7

做不了天才还可以成为人才3

父母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应该摒弃浮躁的
功利之心，静下心来走进孩子的心灵，让孩子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学习就像一场马拉松，整个小
学中学都是起点。事实证明，一些孩子后来并不
是输在学科知识上，而是输在学习习惯、对知识
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上。

功利之心和稀缺心态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里

“天才补习班”真能织出天才梦？

聚焦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听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有个“创客堂”，它在推动
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方面立了大功。究竟是浪得虚
名还是名不虚传？5月 16日，记者走进河南财大一探
究竟。

那天阳光明媚，同样明媚的还有大学生们的张张
笑脸。记者和迎面碰到的十几名同学谈起“创客堂”，
大多数人表示都知道，不少人还多次听过“创客堂”的
讲座。一个活泼的女孩子笑说：“学校里想挣钱的人
谁不知道‘创客堂’，那是教大学生怎样创业、怎样挣
钱的地方！”听到这话，记者也忍不住笑了：“你给‘创
客堂’下的定义，可比官方语言简洁明了多了！”

“创客堂”的官方定义是这样的：“创客堂”通过讲
座、报告、创业经历分享、创业专家案例分析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方式，将我校乃至校外有创新意识、创业兴趣
和创业冲动的小“创客”聚集起来，把校内外有创业成
就和创业经验的，以及从事创新创业研究的专家老师
请进来，让“创客堂”成为创新创业者的聚贤堂，成为创
业灵感的碰撞区，成为培育发现创业大鳄的摇篮。

记者让同学们推荐几位“创客堂”的受益者、学校
的创业明星，他们提到的有卖新疆特产的“小买哥”、研
发雕刻机的袁笑杰等。

在“创客堂”主办方河南财大就业指导处的帮助
下，记者采访到了“小买哥”。这位 23岁的在校大学
生已是一位很有商业头脑的小老板。他说，他大一第
二学期就开始在学习之余做生意，摆过小摊，卖过手

机、电脑等，但生意都一般。直到走进“创客堂”，他才
豁然开朗：没有特色，生意很难做大。来自新疆的他
终于找准了自己的创业路：做新疆特产。家里二哥种
的枣卖不出去，他运过来后仅两个月就卖了 3 万块
钱。今年 3月开始，他又从新疆带过来 2名大厨在学
校餐厅卖新疆美食。如今，河大餐厅也有了他的新疆
美食窗口。“小买哥”说：“生意越做越大，‘创客堂’功
不可没！”

与其说“创客堂”功不可没，倒不如说“创客堂”的
幕后策划、河南财大就业指导处功不可没。该处处长
崔炜雷厉风行、工作责任心极强，同事评价他“明明可
以靠颜值吃饭，却偏要那么拼！”崔炜介绍，“创客堂”
2015年 11月首秀，迄今为止线下活动共举办了8期，
主讲人既高端又贴近，有知名文创电商品牌“优优祝
福”创始人、河南财大校友杨新永，郑州大学西亚斯学
院创始人陈肖纯等。不少学生说，很喜欢“创客堂”搭
建的这种与创业偶像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期待“创客
堂”能给“有想法”的大学生更多惊喜。

崔炜说，仅仅激发学生们的创业灵感还不够，还要
给他们实打实的帮助。学校在创新创业方面做了很多
工作，比如每年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提供30万
元经费；对入驻大学生创业孵化园的商户免收场地费、
水电费，4年来，学校投入创业园的资金高达600余万
元。

创新创业工作已成河南财大的亮点。该校就业指
导处被评为2015年度我省就业创业工作先进集体，崔
炜被评为先进个人。⑥7

□本报记者 王平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步伐的加快，慢性病发病人数
快速上升。据统计，我国现有确诊慢性病患者约2.6亿人，慢性
病导致的死亡率已经占到总死亡率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已
占总疾病负担的70%。慢性病防控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构建完善的疾病防控网络势在必行。

作为户籍人口大省的河南，慢性病防控工作做得如何？记
者5月 16日从省卫计委获悉，我省多措并举，着力打造慢性病
防控网络“升级版”。

哪些慢性病纳入了防控网络

所谓“慢性病”，主要是指以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作为
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开展动态监测是疾病防控的重要环节。

继建立高血压病、卒中、癌症防控网络之后，我省于2016年
1月底启动了“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
先期选择了郑州市中牟县、新乡市获嘉县、洛阳市西工区等6个
县（市、区）设立监测点。所有参加该项目检测的人群将免费接
受体重、血压、血脂检查以及初步的心血管健康状况检查。

一旦被认定为高危“可疑对象”，参与者将进一步接受详细的
心血管健康状况检查，医生会给出针对性的综合干预建议，并提
供健康指导、持续随访。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张
优告诉记者，构建慢性病监测网络，让疾病真正做到了“可防可
控”。据业内人士分析，预计将有7.2万人从该项目监测中受益。

慢性病分级诊疗的方法

“慢性病防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坚持医防联手、部门
合作，才能充分发挥临床治疗和疾病预防控制各自的优势，共同
防范疾病风险。”省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张伟平说。

据了解，目前我省医疗机构已经开展的慢性病防控与健康
教育工作主要包括死因监测、肿瘤随访登记等。2015年，全省
90%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设立了疾病预防控制科，承担慢性病
监测管理等职责。“国家新一轮医改的重点是实行分级诊疗，医院
就是疾病监测的前哨。”张伟平说，在医疗机构设立慢性病监测哨点，
将疾病预防控制关口前移，为推进慢病分级诊疗奠定了基础。

慢性病防治倡导健康生活

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9克，百名儿童青少年中肥胖者不超
过8人，企事业单位工间锻炼不少于20分钟……为应对慢性病
快速上升的势头，郑州市政府于2014年 8月出台了《关于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工作的意见》，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快
推进郑州市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工作。

近年来，我省加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爱国卫生部门的协
作力度，共同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工作。截至目前，
河南已建立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1个、河南省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30个，“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专业机构支持、全
社会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控机制逐步建立，示范效应日益凸
显，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

打造“升级版”慢性病防控网络，我省仍在进行时：探索建设
慢性病监测系统，提升信息上传和监测评估能力；整合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的优势，探索慢性病防控经
验等，努力为亿万百姓撑起健康“保护伞”。⑥7

□孟向东

世界上最叫好的事情是什么？是民生。因为这是关乎千家万

户的事情，是让老百姓打心眼里高兴的事情。畅达的交通，优美的环

境，放心的食品，诚信的经商氛围，高质量的服务体系，乃至城市公交

站台人性化的一个小凳子，偏远农村学校操场上一个简陋的篮球架，

逢年过节时送给困难户的一袋面、一壶油，都是民生，都能让老百姓

体会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普及、人情的冷暖。

世界上最难办好的事情应该也是民生。西欧和北欧的那些发

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高度发达，几乎承包了一个人从在娘肚子里

孕育到被拉进火葬场的全过程，不仅仅是他们每周四天、四天半的

工作时间，单是那比我们的工资还高的失业保障金，就让许多人流

下哈喇子。但就是这样的福利社会，还有很多人不满意，动不动还

上街游行示威、弹劾政府呢。税收高了，治安差了，乃至于对猫啊

狗啊的保护不够都能成为使小性子的理由。

而我们呢？伴随着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是

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还不尽如人意：最近几十年不断恶化的

环境，让我们分外怀念小时候的蓝天白云，河里畅游的鱼鳖虾蟹；

各种向我们“普及”化学常识的有毒食品，让我们想念从前摘下来

不洗就能吃的顶花带刺的黄瓜、透着浓浓麦香的馒头大饼。还有

那高额的择校费，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堵得人不路怒都不成的塞

车，那引起种种非议的拆迁，都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考验着我们

的忍耐力，削弱着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发展就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来迎接那些未知的挑战，哪怕它们艰巨异常。但发展的目的除了

富国强兵，让中华民族重新跻身于世界之林外，还要把重点放在改

善民生、提高百姓福祉上。古人说留心处处皆学问，我们说留心处

处皆民生。为了城市的发展，不可能不拆迁，但在实施过程中能不

能把各方面的利益都考虑充分，特别是直接受损方的拆迁户的利

益？为了交通畅通，也不可能不修高架、不挖地铁，能不能在修、挖

的时候把保通路、绕行路提前修畅通？不使行人和车辆饱受跌跌

撞撞之苦？能不能多考虑一些沿线那些受损商户的诉求？毕竟，

一个商户就是活跃的社会细胞，不但关系到一定的税收，还关系到

N个人的饭碗问题。能不能在执法时多一些温情和人情？在满足

生存需求和提升城市档次、整治城市环境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党和各级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民生的重

要，一直在努力改善民生。我们相信，随着各方面的努力，我们的

民生质量一定会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提高。到那

时，孩子放学回家的脚步将轻快无比，小白领们上班的路也不再拥

挤，卖烤白薯的小贩不再担心被城管撵来撵去甚至暴揍一顿，就医

的病人心存的只有对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感激而非挨宰的愤怒，

就连想创业的学生也能得到雪中送炭般的各种扶持，说不定未来

的比尔·盖茨就在他们中间。而整个生态环境也有彻底改善，各种

爆表将成古老传说，蓝天白云自不待言，街心花园的树上，也会有

美丽的鸟儿长驻。⑥7

听大学生讲“创客堂”的故事

留心处处皆民生

慢性病防控再升级

评弹

透视

故事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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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堂”线上线下都很受欢迎。

还我假期！

我要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