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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教育部、民政部等四
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
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学生
减负是热门话题，相关部门先
后下发多个“减负令”，但部
分学生负担非但不减反倒增
加。对此，西海都市报记者
展开了调查。

报了六个培训班，忙着
赶场子

5 月 15 日 7 时左右，西宁市民
都女士早早出门送女儿小小去上学，
把女儿安全送到学校后，她才匆匆赶
去上班。

12时许，都女士算好小小放学的
时间，急忙赶到学校接小小。12 时
20 分左右，小小跟着妈妈回到家，午
饭后按时拿出英语培训学校的点读
机打卡，学习半个小时英语。当天的
英语学习任务完成后，小小稍作休
息，便跟着妈妈去上学。

16 时 30 分，都女士赶到学校接
小小回家。吃过晚饭后，她陪着女
儿写作业。18 时许，都女士火急火
燎带着小小赶到钢琴培训学校练习
钢琴。

“孩子现在上小学一年级，我给
她报了六个培训班，每天中午半个小
时英语练习，周一下午是珠心算，周
二下午是钢琴，周三下午是绘画，周
四下午是书法，周末是英语培训和跆
拳道。”每天除了上班时间，都女士都
在赶场子陪孩子学习，虽然没有细算
过 ，但 一 个 月 光 培 训 费 超 过 5000
元。她说，孩子虽然现在很累，但能
学到很多东西，提升综合素质。

兴趣班普遍，20个学生中有
16个报了班

像小小一样报了培训班的学生不
在少数。15日 12时许，临近中午放学
时间，记者前往城中区一所小学，随机
采访了 20名学生和几名家长。20名
学生中，有 16 人报了课外培训班，培
训课程集中在英语、舞蹈、围棋等。

市民王女士说，她的孙女上小学
一年级，周末报了四个兴趣班，有国
学、围棋、舞蹈和电子琴。对于这些
兴趣班，王女士的孙女说很喜欢，很
有兴趣。

“孩子的作业少了，我们家长
的负担就更重了，得多花时间辅导
孩子学习，还要报培训班。校内的
负担减轻了，但校外的负担越来越
重了。”王女士认为孩子报兴趣班很
有必要。

赵先生给上小学的孩子报了跆
拳道和国学培训。王女士也给孩子
报了周末的培训班。采访中，只有一
名女士称，孩子太小，不想给孩子增
加负担，等孩子上三年级的时候再报
培训班。

“培训专业：舞蹈、电子琴、钢琴、
素描、书法……”15日，省城中区一街
道内摆放着某培训学校的招生告示，
牌子上标注的有 12种培训班。

市民马先生说，去学校接孩子
时，总能看到有人在学校门口发培训
学校的宣传单。“现在的家长都让孩

子报了不少培训班，孩子太累了，

一点也不自由。”说起学生的“负担”，
马先生不由得感叹。

学校减负，家长增负

西宁中小学校采取措施给学生
一个轻松的学习环境。西宁市水井
巷小学的朱老师介绍，学校专门设
立每周三为无作业日，让学生们做
科学实验或者帮家长做家务，培养
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学校还会
定期实地检查。

西宁市玉井巷小学连续开展了
提高教学质量、无偿针对性辅导、自
主阅览区以及开门办学等学生减负
活动。学校不鼓励学生报各类培训
班，对于学生课堂上不懂的课程知
识，老师会利用课余时间无偿辅导。
对于学生的兴趣培养，学校每周定期
举办社团文化活动，让学生快乐学
习、快乐成长。

西宁市玉井巷小学校长苟桂香
说，学校与文化艺术团合作，在每周
五下午开办社团文化活动，培养学生
的特长。这样，家长就不用给孩子报
校外兴趣班，也能减轻家庭经济负
担。

学校千方百计给学生减负，很多
家 长 却 称 不 想 让 孩 子 输 在 起 跑 线
上。“要从娃娃抓起，我的孩子学习成
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我还
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市民吴女士说，
现在的人注重素质教育，各方面都得
优秀。

少年时光，不要盲目追求成功学

对于给学生报各类培训班的情
况，有市民说培养孩子的特长固然有
必要，但家长应该树立正确的成才
观、成功观，不要盲目追求成功学，不
然只能是给学生增加负担，也给家庭
增加经济负担。

西宁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社会
教育处工作人员说，目前，西宁市登
记在册的校外培训机构共有 125 家，
每 年 有 新 增 的 学 校 也 有 撤 销 的 学
校。接下来，西宁市将对学生减负展
开专项治理工作，重点纠正超额教
学、提前教学等情况，对于民办学校
存在的问题展开治理，整顿各类培训
机构，规范教育秩序。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减负令”之下，很多孩子依然忙着赶场子

本报记者 郭红霞

本报讯 （记者 莫青） 5 月 16 日，记
者从西宁市规范民办学校办学和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会上获悉，西宁市
教育局等四部门出台 《西宁市规范民办
学校办学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通过排查摸底、全面整改、督促
检查、信息公开，坚决治理违背教育规
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的行为，规范民办
学校办学行为，营造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的良好环境。

西宁出台政策 规范办学行为
● 坚决防止和纠正幼儿园“小学化”倾向
● 坚决查处部分教师“课内不讲课外讲”
● 坚决整治无证办学、超纲教学、违规收费等

治理范围：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的
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招收幼儿园、中小学阶
段适龄儿童少年，且实施与学校文化教育课
程、升学考试相关的非学历文化教育类校外
培训机构。

治理内容：
1.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民办学校和

校外培训机构，要立即停办整改。
2.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也未取得营业

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但具备办理证照条件的民办学
校和校外培训机构，要指导其依法依规办理
相关证照；对不符合办理证照条件的，要依
法依规责令其停止办学并妥善处置。

3.对虽领取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但尚未取
得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
具备办证条件的，要指导其办证；对不具备
办证条件的，要责令其在经营（业务）范围内
开展业务。

4.加强科学保教，落实《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教学活动，
严禁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坚决防止和纠
正部分民办幼儿园“小学化”倾向。

5. 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
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
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校
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
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
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6. 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
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
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并
依法追究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人员责
任。

7. 严肃查处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
偏离正确办学方向进行提分、升学等学科培
训效果的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民办学校和
校外培训机构招生简章（广告）按要求进行
备案，向社会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应
与备案一致，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进行处
罚。

8. 校外培训机构超业务范围开展培训,
擅自变更办学地点，违规聘用在职中小学教
师授课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按《民办教育
促进法》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9.坚持依法从严治教，坚决查处一些中
小学校不严格执行教学标准和进度，不遵守
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严厉追
究校长和有关教师的责任；坚决查处中小学
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
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
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至取消
教师资格。

10. 结合《民办教育促进法》《青海省关
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
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集中整治学籍管
理混乱、收费不合理、预付费管理隐患大等
其他不规范办学行为。

治理范围和内容

校外培训机构全面修订教学内容，积
极开发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
能力、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学习
效率的课外素质拓展课程，做到不超纲、
不超前；不组织任何学科竞赛及相关培

训；不发布进行提分、升学等学科培训效
果的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所有内部测试
及培训结业考试不对外、不公布分数、不
排名；不向民办及公办学校提供任何培训
结果。

建立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和“白名单”

教育部门负责对校外培训机构投诉举报
或排查发现线索的归口处理；治理与中小学
校和教师有关的增加学生课外负担的不良行
为；牵头建立“白名单”，公布无不良行为校外
培训机构名单。建立“黑名单”，公布有安全
隐患、无资质和有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
名单。牵头对“无证无照校外培训机构”的查
处，对有证有照校外培训机构的“收费行为、
消防安全、教师资格、广告宣传、教育教学内
容、办学行为”等6个方面行为依法规范。

民政部门负责牵头对未依法登记注册

的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
织和对依法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
活动的查处。

人社部门负责牵头对“超范围经营举办
面向中小学生文化教育类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的查处。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牵头对教育培训机
构超范围经营行为、超范围经营教育培训的
公司以及发布虚假教育培训广告的查处，配
合教育部门对“无证从事中小学生文化教育
类培训机构”清理整顿。

校外培训机构全面修订教学内容

第一阶段 ： 全 面 部 署 和 排 查 摸 底
（2018 年 6 月底前完成）；第二阶段：集中
整改 （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第三阶
段：专项督促和检查 （2019 年 3 月底前完
成）；第四阶段：信息公开 （2019 年 6 月
底前完成）。根据前期治理成果，完善

“白名单”和“黑名单”，通过新闻媒体公
布。

治理举报电话、信箱:
西宁市教育局举报电话：4393011
西宁市民政局举报电话：8295150
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电

话：5131519
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电话：

7171647
举报邮箱：xn4393011@163.com

专项治理分四个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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