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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
让“三点半”难题不再难

孩子已放学，家长未下班，
“课后三点半”问题困扰着不少
双职工家庭。近期许多地方推
出课后延时服务，引发了家长
的广泛关注。关于“课后三点
半”问题，有哪些因素困扰着家
长？如何帮助孩子度过充实而
有意义的“课后三点半”？

（第8版）

本期导读

你心中的夏天，
藏在哪首诗词间？

夏天，带着它特有的炙热，
藏在树叶的间隙里，躺在漫漫黄
昏下，住在如画的诗词中……

（第5版）

《袁隆平的世界》

《袁隆平的世界》是一部以
“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袁隆平及其团队的
人生奋斗、科学实践、精神追求
为主要内容的长篇报告文学作
品。读这本书，有助于读者走近
袁隆平的一生，了解他的人生
故事，触摸他的人生历程，并深
刻感受到教育对一个人产生的
深远影响。

（第4版）

“小眼镜”占比超半数
如何守护孩子明亮的眼睛？

校外培训经营行为应合法合规
薛 军

莫让良心行业变成逐利产业
苏 鹏

新观察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引发了人
们对“小眼镜”的关注。当前我国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超过
50%，低龄化问题突出，高度近视
比例明显增加，防控任务十分
艰巨。

教育部等15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
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提
出，力争到2025年每年持续降低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有效提升儿童
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如何打好近
视防控阻击战？各地有何新招、实
招？听听专家怎么说。

◆ 用好信息化“双

刃剑”，实现精准防控

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调
查结果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2019
年为50.2%，较2018年下降了3.4
个百分点。受疫情期间居家隔离、
线上课堂等影响，2020年全国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较2019年
有小幅上升。

“这些年全社会一直在积极
防控，但是近视高发的势头难以
遏制，信息化是一大原因。”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表示，信息
化时代带来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
变革，同时也加剧了儿童青少年
的用眼损害，而且较难控制。

“但是我们不能逆转信息化，
很多学校开始不让孩子带手机，
这是办法，但不是根本办法，我们
也要基于信息化、大数据的手段
进行近视防控。”李玲说。

我国各地正在积极探索青少
年近视防控新路径。浙江省温州
市自2018年起实行全市域儿童
青少年近视普查，覆盖全市1333
所中小学，超过100万名中小学
生。在普查的基础上，温州建立了
儿童青少年视觉健康数字档案，
已经向24万名近视高风险学生
推送预警和就医指导，实现近视
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
院眼视光医学部主任瞿佳介绍，
数据显示，近两年温州市中小学
生总体近视率年均下降了1.28个
百分点。即使在2020年上半年疫
情背景下，温州的中小学生近视
率上升幅度仍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通过近视普查，我们能全面

掌握每个孩子的近视情况以及具
体变化趋势，从而做到精准施策，
科学防控。”瞿佳说，普查能增强
公众的眼健康意识，有效提升近
视矫正率。此外，普查的数据分析
也为临床科研方面提供了许多新
的启示和思路，比如入学年龄不
宜太早等。

专家认为，应逐步构建全国
儿童青少年眼视光大数据平台，
智能化管理每位儿童青少年的眼
视光数据，实时发现异常及可能
患眼病的儿童青少年，通过大数
据分析，对重点人群精准地推送
个性化的防控措施，预防、控制近
视的发生和发展。

◆ 推广眼轴监测，

提早察觉近视可能

一直以来，青少年眼健康监
测多依靠视力和屈光度数，专家
表示，这二者在不同时间、地点会
有较大差别。相较而言，眼轴则是
客观恒定的指标，眼轴监测同样
重要。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
任医师、国家眼部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主任许迅介绍，自2015

年开始，上海在全市儿童屈光发
育档案全覆盖基础上逐步推广
眼轴标准，目前已有5年随访数
据。数据显示，儿童眼轴生长的
正常速度为每年生长 0.15mm-
0.19mm，过快会变成近视，过慢
则影响眼球发育。

许迅提示，近视发生的时候，
儿童眼轴增长速度显著加速。近
视眼发生那一年，眼轴会增长
0.55mm，是正常速度的 3倍。而
发生近视前两年，眼轴已经出现
平均每年 0.25mm的增长，此时
如果及时控制，能减轻发展速度，
延缓近视发生。

“近视眼不可怕，问题是高度
近视。现在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的
孩子，将来至少有20%跑不到终
点，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许迅
表示，下一步，应努力使眼轴监测
推广到全国各基层，减缓近视和
病变发生。

◆ 高度近视趋于年

轻化，须警惕病理性近视

致盲

近年来，随着高度近视人群
不断增多且趋于年轻化，病理性

近视眼底并发症成了致盲的重要
原因。“我们在北京的城市和农村
做了10年研究，从2001年至今，
近视已经超过白内障成为致盲的
第一位原因，给社会带来巨大负
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认为，应对预
防病理性近视予以高度重视。

近视度数在600度以上的高
度近视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病
人随着年龄的增加，眼底、眼球会
发生一系列的病理性变化，即病
理性近视，引发青光眼、黄斑病变
等一系列并发症，进而致盲。随着
年龄的增长，病理性近视致盲的
风险不断升高。

“到目前为止，这些病理性的
近视还没有办法根治，因此控制
和干预就十分重要。要尽早发现
这些人群，控制其眼轴延长，减少
因为眼轴延长出现一系列的并发
症，预防失明。”魏文斌说。

他同时提示，眼底照片可以
帮助区分正常眼睛、高度近视眼、
病理性近视眼，能够发现多种眼
部甚至全身疾病。高危人群除了
定期检测视力，最好还要照眼底
照片，及时发现病变。

（新华社温竞华）

5 月 23 日，山东省枣庄市博物馆举办“小
朋友学‘考古’迎‘六一’”活动，孩子们通过学
习考古知识、体验“文物”发掘过程等，感受考
古魅力。图1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向孩子们讲
解考古知识，图2为孩子们正专注地对“文物”
进行清理。 孙中喆 孙艳楼 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深化落实《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弘扬
人民教师高尚师德，营
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
尚，激励广大教师以优
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
献礼，2021年度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推选工作于
近日启动。

本次推选活动在各
级各类学校广泛动员推
选基础上，由全国31个
省（区、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教育部门按照
推荐人选基本条件，优
中选优，推荐若干名在
教书育人方面作出突出
贡献、曾获省部级（含）
以上荣誉称号的各级各
类学校教师作为楷模候
选人，经征求省级党委
宣传部门意见后，报送
至活动组委会。中央媒
体公布候选人先进事
迹，社会公众通过相关
网络媒体、报纸进行投
票。根据投票结果和候
选人情况，由中央媒体、
专家学者、历届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代表等组成
推选委员会，最终推选
出2021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将在第37个教师节期间公布并进
行宣传表彰。

据了解，今年是第 12届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截至目前已推
选出112名楷模，他们均来自教育
教学一线，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各个领域，在教书育
人工作实绩、师德等方面均有突出
表现，体现了先进性、时代性、典型
性。自2020年起，由中宣部、教育
部联合宣传表彰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广
大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努力成
为“大先生”，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据教育部网站)

教育问题在中国社会受到
特殊的关注，乃是因为教育在
中国的社会流动中起着无可替
代的作用。面临日趋激烈的升
学高考竞争，家长在子女教育
培训方面，往往不惜重金投入，
在校外培训方面甚至出现了相
互攀比的情况。这种社会现实，
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潜在利
润丰厚的教育培训市场。与此
同时，由于疫情的影响，线上、
远程教育市场获得爆炸性发
展，各家教育培训机构的“头

部”之战也进入到白热化程度。
教育培训机构彼此之间

展开竞争无可厚非，市场竞争
的压力也是促使这些培训机
构提供优质服务以获得用户
认同的不二法门。但在这一过
程中，培训机构的行为不能突
破法律法规这个基本底线，教
育培训领域的经营行为须要
依法展开，须要重视合规经
营，须要重视这一领域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问题。

根据有关社会组织的分

析，教育培训机构的虚假宣
传 ，是 一 个 由 来 已 久 的“ 顽
疾”。监管机构对此类行为重
拳出击，释放了一个信号：培
训教育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
需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千万不
能视法律为儿戏。

教育培训机构在经营过程
中，需要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
特别是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与
选择权。而价格欺诈行为，严重
侵害消费者权益，也有悖于诚
实经营的基本商业道德。

教育培训寄托着中国无
数家庭对于下一代的美好期
待。很多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家
长，节衣缩食，却不吝于加大
对子女教育培训的投入。我们
的教育培训机构不仅要意识
到自己所从事的市场活动商
业的属性，也要自觉地意识到
教育培训中所具有的社会价
值。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并
重，方可获得最广泛的社会认
同，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双赢。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
电（记者 赵琬微）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日前通报了多家
校外培训机构存在擅自恢
复线下课程等违规问题。北
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
校、北京市朝阳区环球雅思
培训学校等多家教育机构
被点名。

17日印发的《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关于检查校外培
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中
提出，近期，有关部门组织
检查组对北京市校外培训
机构进行检查，发现部分机
构存在违规问题。

其中包括一次性收取
或变相收取超过 3 个月或
60课时费用的培训机构；培
训结束时间晚于晚八点半
的培训机构；开展低价营
销、贩卖焦虑等不当广告宣
传的培训机构；教学内容超

出国家相应课程标准的培训机构等。
北京市教委还通报了全市七年级、八

年级期中考试中出现的超进度考试问题。
据了解，北京市相关部门近期持续加

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此前曾
通报学科类校外线上培
训机构违规提前招生收
费、在校教师在课外培训
机构违规兼职等问题。

要说让家长们诟病不止
又不得不投身其中的事，校外
培训会位列其中。

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
子身心健康，有一个幸福的童

年；另一方面
唯恐孩子输在
分数竞争的起
跑线上。别的

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
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

出现这种状况，校外培训
机构的推波助澜脱不了干系。
校外培训原本作为学校教育
的补充，满足了一些个性化和
差异性教育需要，而眼下仿佛
成了资本逐利的战场，不符合
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

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
题出现。5 月 21 日召开的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并强调，要全面规范管
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
理。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

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
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
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

打蛇打七寸。治理校外培
训机构，铲除资本逐利的土
壤，无疑是关键一招，这需要
社会各方齐心协力。当校外培
训机构真正回归公益性属性，
其“虚火”也会随之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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