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外培训有多火？全省中小学生
参加校外培训情况调查统计显示，截
至目前，已核实参加培训学生数达
59.9万名。

“我已经给孩子报了两个暑假班，
学费将近1万元。”6月11日，初一学生
家长马女士说。马女士不是个例，记者
采访发现，培训班学费动辄成千上万，让
很多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实际支出不减

反增。许多城镇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
庭虽然无力承担高额费用，也不得不想
尽办法筹措款项送孩子参加校外培训。

为何家长对培训机构趋之若鹜？
一方面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满足了多元
化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很多培训机
构以强化应试、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
模式，“挑逗”着家长的“从众心理”和

“抢跑心理”。

校外培训让家庭教育支出不减反增从根本上治理校外培训
机构乱象，需要构建校
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长
效机制，更需要整个社
会育人观转变。

毛杰 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本报记者 周晓荷

“老师让小学三年级的

孩子用‘悦耳动听’造句，一

个孩子说：‘关上琴盖的声音

悦耳动听’，另一个孩子说：

‘打开电视的声音悦耳动

听’。”6月 11日，在全省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推进

会视频会议上，省教育厅副

厅长毛杰分享的一则“笑

话”，折射出过重的校外负担

对孩子快乐童年的侵占。

暑假临近，我省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持续推进，

给火热的校外培训“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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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 月 11 日，
记者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获悉，这两所
最受我省学子关注的省内高校的招生计
划已经确定。

郑州大学今年面向全国招生，本硕
博招生总计划为 18080人。其中，本科
全部在重点批次招生。

今年该校新增 3个本科专业，分别
是植物科学与技术、知识产权、舞蹈学。

今年郑州大学新获批4个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分别为土木工程、金融数学、
网络与新媒体、护理学。其中，土木工程
为该校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普拉特维尔
分校合作举办本科教育项目，只招理科，
招生计划 120人；金融数学为该校与澳
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合作项目，
只招理科，招生计划 60人；网络与新媒
体为该校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本科课
程合作项目，文理兼收，招生计划 100
人；护理学为该校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
学本科课程合作项目，只招理科，招生计
划200人。

河 南 大 学 今 年 计 划 招 收 本 科 生
9600 人 ，其 中 河 南 省 内 招 生 计 划 近
7000人，省外招生计划 2600余人。除
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在提前批录取外，其
他所有专业均放在本科一批录取，本科
一批招生计划8300余人。

河南大学今年新增 3个本科专业，
分别为网络与新媒体、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信息安全。其中，网络与新媒体
专业按照新闻传播学类招生，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信息安全两个专业按照
计算机类招生。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 月 11 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消息，因存在主
体责任不落实、把关不严格、服务不规
范、没有按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准
检验等问题，15家机动车检测机构被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暂停车辆检验业务，并
责令限期整改。

这15家机动车检测机构分别是：郑
州圣迪机动车检测站、郑州大正机动车
检测站、河南世贸机动车检测站、开封市
金盾机动车检测站、鲁山县中磊君安机
动车检测站、汝州市汇源机动车检测站、
鹤壁市洪通机动车检测站、鹤壁市鸿翼
机动车检测站、焦作市海源三阳机动车
检测站、濮阳市安通机动车检测站、长葛
市金润机动车检测站、商丘市天资机动
车检测站、沈丘县鼎盛机动车检测站、鹿
邑县马鑫机动车检测站、正阳县金泰机
动车检测站。

近期，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对全省机
动车检验机构集中检查发现，上述15家
机动车检测机构主要存在违规检验、群
众拿不到正规发票、非法中介上路拦车
扰民，未公布检验收费标准、实际收费高
于核定的收费标准等问题。上述 15家
机动车检测机构已被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暂停机动车检验业务，并责令限期整
改。③5

郑大河大招生计划公布

6个新专业
供你选择

15家检测机构
被暂停审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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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四胞胎的全家福。（小图：1999年10月6日，四胞胎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合影。）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6月 10日，新乡市平原新区原武
镇前营村四胞胎，再次面对镜头时既
高兴又拘谨。

1999 年 8 月 26 日，前营村村民
陈松霞在郑州河医大三附院分娩一
龙三凤，四胞胎。突然的惊喜，让四
胞胎父亲杨发林既兴奋又发愁。四

个孩子高昂的抚养费用令他愁眉莫
展。这个消息被大河报等新闻媒体
报道后，一时间，郑州市民纷纷捐款
捐物，河医大三附院还免除了所有医
疗费用，爱心企业家主动承担了孩子
后期成长费用。

在家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
下，四胞胎健康成长。为了把四个孩
子抚养成人，19年来，杨发林夫妇克

服种种困难，一边种地一边打工，靠自
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如今，他们花30
多万元建起了漂亮的农家小院，还买
了轿车，幸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
好。今天，分别起名杨春暖、杨夏连、
杨秋爽、杨冬寒的姐弟四胞胎，已经长
大成人并分别参加了工作，他们抱着
感恩的心，用无悔的青春为家庭和社
会做着贡献。⑨3

光阴不负19载

四胞胎的“昨日”与今天

6月 11日，在隋唐洛阳城遗址数字化信息中心，通过3D模型打印，
游客与文物“零距离”接触。②7 张波 摄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张波）通过VR体感设备的辅助，游
客足不出户即可漫游洛阳城……
新近挂牌成立的隋唐洛阳城数字
化示范中心，让历史“说话”、文物

“复活”正在变为现实。
“洛阳通过提升保护措施、借

助最新展示手段再现遗址，对深埋
在地下的考古遗址进行发掘，使文
物真正‘活’起来。”6月 11日，洛阳
市文物局局长余杰说。

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是国
家大遗址保护示范项目和重点工
程。据悉，隋唐洛阳城数字化示范
中心将通过建立遗址本体裂隙数据
监测平台，加强对大遗址各种数据
的监测监控，提供保护预警及对策；
通过对文物三维信息采集和保护环

境的数据监测，加强对文物的保护。
据介绍，下一步，该中心还将

采用“旅行+教育”的模式，通过开
发一些与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精
品课程，让学生在研学旅行中传承
中华传统基因、弘扬河洛文化、培
养生态文明意识。③4

隋唐洛阳城遗址加大数字化改造

看古城不出户，这事有戏

对很多家长而言，将孩子送往校外
培训很无奈。“不送到培训班，孩子考试
成绩提高不了，再说学校早早下课，不
去培训班去哪里？”学生家长刘庆说。

“在很大程度上讲，学生之所以选
择到校外参加培训，是因为一些学校提
供的教育服务过于单一，很多学生‘吃
不饱’‘吃不好’，只能投向培训市场。”
毛杰表示。

改变这种现象，学校要在提高学校
的教育质量，满足孩子的多元需求上下
功夫，让孩子“个性+特长”发展。发挥
好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完善学业水平
考试制度，推行综合素质评价，改变片
面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对学校和教师

进行评价的倾向。
同时，通过课后延时服务破解“三

点半”难题，各地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财
政补贴、服务性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
保障课后服务开展，服务结束时间一般
不早于下午5点。下一步，还要适当赋
予中小学自主权，为学校开展各种课后
教育教学活动创造条件。

“孩子自我认知、规划、约束、管理
的能力，积极心态、意志品质和良好习惯
等非智力因素，更决定了他们的持续发
展，这些是学科培训给予不了的。”毛杰
说，从根本上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乱象，需
要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长效机
制，更需要整个社会育人观转变。③4

为校外培训“降温”破解“三点半”难题

孩子多元发展 学校应唱主角
旺盛的市场需求之下，校外培训

机构无序生长，质量“良莠不齐”。
截至目前，我省已排查出有问题

的校外培训机构 5641 所。发现存在
安全隐患的 943所，未取得办学许可
证、未取得营业执照的 3810 所，领取

营业执照但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 793
所。开展学科类培训（语文、数学）“超
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问
题的 459 所，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
及竞赛并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
245所。

培训机构无序生长“良莠不齐”

我省教育基数大，相关培训机构数
量大，情况复杂，“只管批准，不管监督”
的问题由来已久。

据了解，我省将通过严格校外培训
机构的治理、推进长效机制的建立、提
高学校课后服务水平、规范中小学竞赛
活动、增强学校育人能力、加强舆论宣
传工作六方面打好治理“组合拳”。

根据要求，各地要于 6 月底前公
布专项治理方案和举报渠道；坚持“谁
审批、谁监管、谁治理”和“属地化管
理”相结合的原则，明晰职责，开展排
查摸底和专项治理工作；还将制订促
进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有序发展的
制度，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
监管机制。

打好“组合拳”为校外培训“降温”

适当放权学校 开启课后延时服务

洛阳通过提升保护措施、
借助最新展示手段再现
遗址，对深埋在地下的考
古遗址进行发掘，使文物
真正‘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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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榜样的力量无穷。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三巡六进”等活动广泛开展，
“好人馆”“好人主题公园”在全省各地
遍地开花……亿万中原儿女在先进典
型的感召下，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好
人好事层出不穷，善行义举蔚然成风。

据统计，举办15年的“感动中国”
年度人物评选中，我省有 13人和 1个
群体当选；先后有 881人荣登中国好
人榜；62人当选河南省道德模范。全
省公民道德素质显著提高，形成了向
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文明创建共筑美好生活

中原更加出彩，需要强大的精神

力量做支撑。河南全面推进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
明校园五大创建活动，公民文明素质
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再上新的台
阶。

在汝州，以前的“百里煤海”变为
如今的“城在林中”；在新乡，城市“颜
值”与“气质”的内外兼修，充分体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建思想；在许昌，
生态水系、15分钟为民圈等，让群众
切身享受到创建取得的成效……我省
坚持文明城市创建与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统筹推进、融合实施，制定印发《河
南省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三年行动计
划》，修订印发《河南省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文明城市创建的目标任务更加
明确、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截至目前，

我省全国文明城市达 11个，22 个市
县被确定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有 47 个市县入选省级文明城市、32
个市县入选省级提名城市。一座座文
明城市成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有力
依托。

陈家沟村、部落村、帅洼村……一
个个美丽乡村就是一个个文明家园。
目前，我省共有 188个村镇入选全国
文明村镇。全省的263个全国文明单
位、5130个省级文明单位，积极参与
农村结对帮扶，有力支持了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和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在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评选中，我
省共有14个家庭当选；首届全国文明
校园评选，我省共有 54所学校当选;
全省 50个家庭获评第一届河南省文

明家庭……在文明之风的浸染下，大
家受到了教育、发生了改变。

新风正气扑面而来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关于推进

全省诚信建设制度化的实施意见》等
文件，建立河南省诚信“红黑榜”发布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逐步深化“诚信，
让河南更出彩”主题活动，对社会公开
发布诚信“红名单”和失信“黑名单”。
省文明办与省高院、省发改委等40多
个部门签订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
失信被执行人在乘坐交通工具、担任
企业高管、高消费等方面进行限制。
讲诚信、重诚信、守诚信的良好社会环

境逐步形成。
如今的河南，红白事比阔气讲排

场的少了，厚养薄葬、喜事新办、丧事
简办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选择
健康科学生活方式的多了。坚持把推
动移风易俗作为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
地生根的重要抓手，文明乡风沐浴下
的中原大地，社会风气愈加良好。截
至去年年底，全省共建设移风易俗示
范乡镇 1051个、示范村 12954个，有
28189个行政村健全了“一约四会”。

新征程呼唤新力量。我省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坚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
梦想的时代新风为根本，必将为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汇聚起磅
礴之力。③5

汇聚中原更加出彩的磅礴力量

本报讯（记者 宋敏）6 月 11 日，记
者从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获悉，10
日，郑州地铁 5号线花园路站至经三路
站右线区间盾构机破桩进入盾构接收区
域，这标志着5号线实现全线洞通。

郑州地铁 5号线工程为环线，线路
沿黄河路、黄河东路、商务外环路、龙湖
外环路、盛和街、心怡路、经开第十大街、
航海路、桐柏路和西站路布置，正线全线
长约40.4千米，设车站32座，共有66个
单线盾构区间。

据项目施工负责人介绍，自2015年
7月 9日首台盾构始发，项目部先后投入
30台盾构机参与 5号线施工，盾构掘进
总长度 70.2千米，成功穿越安全风险极
高的铁路桥、郑北编组站和圃田西站等，
顺利完成下穿铁路11次、河流 10次、房
屋27座。

目前，郑州地铁 5号线工程轨道安
装、附属结构、风水电装饰装修工程正在
稳步推进，其中31个车站主体结构已封
顶；附属结构完成45%；轨道安装工程完
成铺轨68.5千米，已实现48个单线区间

“短轨通”；风水电安装及装饰装修工程
总体完成 45%。按照计划，郑州地铁 5
号线今年年底将实现通车试运行。③5

地铁

郑州地铁5号线全线洞通

年底通车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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