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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机构中的不当教
学行为，严重干扰了学校
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增
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

毛杰
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七八月份，比天气更热

的，是校外培训市场。大小培

训班期期爆满，各类“预科

班”屡见不鲜，动辄三五千元

的培训支出已成为家庭暑期

账单的标配，这是近日记者走

访校外培训机构了解到的。

“超纲教学”，证照不全、

鱼龙混杂，过度无序发展

……乱象频出的补习班究竟

应该怎么治理？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 月 14日，记者从郑
州大学获悉，国家外专局和教育部日前正式公布
了2018年度地方高校“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
划”(即“111计划”)立项名单，我省的郑州大学入
选。加上前年、去年入选的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
学，我省入选高校一共3所。

此次全国共有25所地方高校获批该计划，其
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
所，以及其他地方重点高校14所。郑州大学入选
的基地名称为“轻量化及功能化高分子成型与模
具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据了解，“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从
2006年起实施，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以国家
重点学科为基础，旨在推进中国高等学校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进程，每一个“111计划”引智基地
的建设周期为 5年，每年度支持经费不低于 180
万元。③3

郑大入选“111计划”

离开补习班 这事行不行
现象 1 “强化应试”助推“补习热”

民生速递

本报讯（记者
李 凤 虎）8 月 14
日，郑州警方再
次 对 郑 州 火 车
站地区周边交
通秩序进行全
面 治 理 ，启 用

“天眼”系统，20
个高清摄像头全
天候抓拍违法停
车，确保火车站地
区通行顺畅有序。

据了解，抓拍系统的高清摄像头覆盖火车站
地区的东广场和西广场，如果违法停车超过 3分
钟，违法车辆就会被自动抓拍。

此外，郑州交警部门进一步完善火车站地区
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等设施，加高火车站西广
场及银基商贸城周边道路中央隔离护栏，重新优
化陇海路（一马路至钱塘路段）、福寿街（兴隆街至
正兴街段）交通出行方式。结合路口出行情况和
行人过街需求，重新优化路口人行横道，既满足行
人过街需求，又确保机动车通行。③3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李惠子）记者 8
月 13日获悉，由河南省癌症中心、河南省肿瘤医
院共同发起的“河南省肿瘤病理诊断协作网”正式
成立，这也是全国首个针对肿瘤疾病的病理诊断
协作网。河南省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中心将联合省
内41家医疗机构“共享”肿瘤病理诊断模式，以病
理诊断技术、学术、管理为纽带，搭建规范化的肿
瘤病理诊断体系。

“纳入协作网的41家医疗机构均是来自省内
的市级、县级医院，通过协作网，各成员单位之间
将在医疗资源、病理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病理诊疗
技术应用、病理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
最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让更多肿瘤患者特
别是基层患者得到规范化、同质化、精准化的治
疗。”河南省肿瘤医院院长张建功说。③5

我省成立全国首个肿瘤病理诊断协作网

患者可享精准化诊断

20个高清摄像头全天候抓拍

郑州火车站整治交通违法

教育

医疗

交通

“校外培训机构中的不当教学行为，严
重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增加
了学生的课外负担。”省教育厅副厅长毛杰
指出，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行为，不利于孩
子身心健康成长。

我省6月份启动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向“无证无照”“超纲教学”等种种乱
象亮剑。8月 14日，我省公布了首批“证
照齐全”和无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白
名单 2517个，有安全隐患、无资质和有不
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7674个。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
要治标，更要治本。省教育厅要求进一步严
格规范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规范
学校教育教学行为、科学评价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积极促进学校切实转变育人模式，促
进评价方式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正积极推动评价
方式转变，走出书本、拥抱社会的“实践课”
得到认可。今年 4月份发布的《河南省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提出将综合实
践活动纳入考试范围，河南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副教授王洪席认为，这样的举措有利
于破除“唯分数论”，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
深化。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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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排名前100位的著名大学及
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汇聚
1000余名优秀人才，建设100个左右世界一
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11计划

上图 郑州市交警三大队民警介绍“天眼”系
统如何抓拍违法停车②49 韩黎剑 摄

“我们也知道孩子负担重，但是不上补习
班怎么考好初中，考不上好初中怎么考好高
中考好大学？”这种如影随形的压力，在暑期
铺天盖地的补习班广告下被放大，刺激着家
长们的“抢跑”心理。

也正因此，很多家长以考试成绩进步与
否来衡量一所培训机构的优劣，直接导致“强
化应试”等行为难以根除。哪门考不好补哪
门，一报就报两三门，不同课程分割了孩子的
空暇时间，挤占了他们的快乐童年。

现象2
“抢跑”心理掀起“补习潮”

七月底，记者曾以学生家长身份咨询了
郑州的几家全国连锁培训机构，均表示暑期
班已经开到三期、四期，全部报满。

火爆之下，乱象频出。拿学科类培训中
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来说，
虽然此类行为被列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的重点，但仍颇有市场。中原区某培训机
构老师推荐道：“暑期正是‘升级’
关键期，可以让孩子提前学，这
样新学期就有优势了。”

这样的课程犹如“带刺
玫 瑰 ”，让 人“ 爱 恨 两
难 ”。“ 妈 妈 给 我 报 班

吧，周围的同学都在上，要是我不上就会有
压力，跟不上怎么办。”在暑假前，某重点初
中一年级马同学对家长李女士说。“在孩子
那里，报‘预科班’是习惯了，今年暑假我们
又报了两个，近 6000 块钱。”
李女士无奈道。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本报记者 曹萍

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没时间运动、又担心过
度节食影响健康，号称“饱腹不挨饿、营养又便捷”的

“代餐粉”成了网红减肥“神器”。那么，代餐粉真的这
么神奇吗？能够长期食用吗？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就是这么一小袋，早上用热水冲一杯就行，也
没什么味道，很方便！”8月 13日，在银行工作的张
培向记者展示了她的早餐——一袋代餐粉。就这么
一小袋能吃饱吗？面对记者的质疑，张培说：“没问
题，一上午都不会饿。早晚各一包，中午正常吃饭，
效果不错，我吃了一个月瘦了快十斤了。”

记者查看了一下这种代餐粉的成分表，主要是一
些常见的杂粮、各种菜籽以及一些中药成分。在某购
物网上输入“代餐粉”查询，形形色色的代餐粉、代餐奶
昔不下百余种，很多月销量上万，“低卡、营养全面、有
饱腹感、健康瘦身”等关键词赫然在目。“市面上大多数
代餐食品都是低热量、以膳食纤维为主要成分，不易消
化，让人有饱腹感。”郑州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张晴说。

不用挥汗运动、不挨饿、还能健康瘦身，是很多
人对代餐粉趋之若鹜的原因，有些人甚至为了快速
减肥，一日三餐都被代餐粉取代了。“还是不推荐完
全用代餐粉取代正餐。代餐粉并不像宣称的那样营
养全面，缺少蛋白质、矿物质等，不能完全满足人体
需求。”张晴说，用来辅助减肥是可以的，但是要搭配
吃一些鸡蛋、瘦肉、牛奶等，否则长期只吃代餐粉可
能会出现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代餐粉减肥也并不是人人都适用。“很多粉状代
餐产品食用后血糖的升高速度非常快，所以有糖尿
病或者血糖偏高的人不适合吃。”张晴建议，无论选
择哪一类代餐粉，应合理搭配互补的食物，而加入麦
芽糊精、香精、甚至植脂末这类成分的代餐粉不要选
择。③9

“代餐粉”能完全取代正餐吗？

长期食用有害健康

□牛书培 摄影报道

许昌市学院路与莲城大道交会处有这样一个免费茶摊儿，设茶摊儿的老
人叫段守兰，今年68岁。段守兰每天早上8点把茶水摊儿摆好，直到晚上8点
才“收摊儿”回家。她的免费茶摊儿已连续开了四年，来茶摊儿喝茶的有附近
的环卫工，过路的民工和遛弯儿的市民。⑨3

▲一位喝茶的市民夸赞段守兰的善举
◀正在倒水的段守兰

免费茶 润心田

省教育厅公布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

建立白名单校外培训机构

关键词：证照齐全 无不良行为

引导家长正确选择

数 据：全省共计校外培训机构
白名单2517个

建立黑名单校外培训机构
防止误导家长，引导培训机构依
法依规开展培训，在提高教学质
量上下功夫

关键词：有安全隐患、无资质

有不良行为

数 据：全省共计校外培训机构
黑名单 767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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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金凤银

一场夏雨过后，肖宏强的光伏农
业生态园内五颜六色，生机勃勃，温室
大棚内蔬菜青翠欲滴，棚架下牛羊悠
闲自得地吃着青草，成群结队的鸭鹅
相互追欢……看着眼前的一切，肖宏
强不由自主地笑了，他一步一步在农
场里穿行，目光向着前方。

肖宏强，45岁，正阳县大林镇人。
从一名团职干部到一名新型职业农
民，他正带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在战
场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脱下军装深耕乡土

历任排长、连长、师参谋、团参谋
长，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20年的军旅
生涯，肖宏强一路走来，称得上事业有
成。正当他豪情满怀为强军目标做更
大贡献时，一次意外受伤，他不得不离
开心爱的部队，脱下军装。是选择计
划安置，还是选择自主择业？一种从
未有过的茫然涌上了肖宏强的心头。

“越是在进退留转之时，越是考验
每名党员的党性觉悟、胸襟气度。自
己才 38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创业
的大好时候。”2011年，肖宏强选择了
自主择业回到了正阳县。

回到家乡能干啥？没有一点经商
经历的肖宏强，在对自身优势和条件
进行分析和梳理后，决定把自己的创
业梦想和正阳县的农业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在高效农业上做文章。

2011年8月，肖宏强和大林镇江湾
村村委会签订了耕地1100亩、林地500
亩的承包合同，成立了军耕家庭农场。

“人家都是往外跑，好不容易混出
去了，又跑回来，图个啥哩？”“放着军
官不当，非要种地，是不是傻了？”亲戚
朋友听说他要回老家种地，没有一个

不反对的。
肖宏强如饥似渴地学习农业知

识，参加相关培训，把 20多万元的军
转干部安置费和 600多万元贷款全部
押在军耕家庭农场上。

万事开头难。2012 年种植的秋
花生，因杂草没治住，700亩花生损失
20多万元。对市场考察不细，购买的
牛羊品种品质不好，直接损失在 10万
元以上。加上当年土地承包费，第一
年肖永强就赔了100万元。

用钱买来的教训，没有让他消沉，
而是让他变得更加清醒——创业光有
激情是远远不够的。

聘请专职兽医，建起智能温室大
棚，积极与省农科院和市、县农业部门
联系……2013年，肖宏强的农场生产

经营逐步走上了正规化、多元化和良
性发展的路子。

创业路上多艰辛。肖宏强把农场
当成了第二战场，天没亮就爬起来去
园区干活，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返
回宿舍。创业头两年，他就穿破 5套
迷彩服，瘦了6公斤。

生态园带富众乡亲

干事创业不停步，满怀信心向未
来。农场的发展一天比一天红火，然
而他并没有满足现状。经历了商海磨
练，凭着对市场的敏锐把握，他又捕捉
到了新的商机——光伏发电。

2015年 9月，肖宏强又成立了正
阳县军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创办
了占地 560亩、年发电量 2000万度的

正阳县军耕家庭农场 20兆瓦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站。

工程项目总投资2亿元，这对刚刚
创业的肖宏强来说，可算一个天文数字，
可他却说：“有风险，更有机会。在军营，
我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在商场，我也要成
为强者，为军旗增辉，为人生添彩！”

棚下种植、养殖，棚上发电，光伏发
电站对耕地进行立体高效利用，又能使
新能源与生态农业生产有机结合。
2017年 3月，光伏发电站并网发电，年
发电量达2000万度，年产值2000多万
元。发出的电量除满足家庭农场使用
外，其余均输送给国家电网，既环保又
增加了家庭农场收入，还带动了当地
300多户贫困户走上了致富路。

“俺老两口在军耕农场务工很顺

心，肖场长也没少关照俺！”大林村贫
困户阮祥虎开心地说，他和老伴在军
耕农场务工，饲养管理一棚肉牛，常年
吃住在农场，每年可有两万元的务工
收入，已稳步脱贫。

“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
这是肖宏强常挂在嘴边的话。肖宏强把
江湾村47户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正阳
县军耕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采用“家庭
农场＋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改变了当地散户发展农业势单力薄
的状态，帮助贫困户增收致富。

几年下来，肖宏强带动了一大批
农户共同富裕。他也先后获得了“驻
马店市十佳优秀复转军人”“正阳县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说起未来发展，肖宏强对他的光
伏农业生态观光园充满信心：“我们将
加快生态农业观光园，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为正阳新能源产业、都市农业、
休闲旅游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风采

参 谋 长 返 乡 当 农 民
——记正阳县军耕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肖宏强

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