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中国A12 2020-05-19 星期二·关注 96369 8457123责编:盛望 主任:冶永刚 责校:山卢 热线:

新华社珠峰大本营5月 18日电 记
者从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了解到，
18 日，队伍在海拔 6500 米的珠峰前进营
地公布了冲顶队员名单，其中包括陈刚、
王伟两名国测一大队测绘人员。若两人
中任何一人成功登顶，都将创造中国专
业测绘人员首登珠峰测量高程的纪录。

冲顶队员完整名单为：次落、袁复
栋、李富庆、陈刚、王伟、桑登次旺、普布
顿珠、次仁多吉、次仁平措、旺青索朗、洛
桑顿珠、次仁罗布（排名不分先后）。其
中，49岁的陈刚是年龄最大的队员。

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同时确定
了接应组和支援组名单。接应组组长为
次仁桑珠，副组长为旺多；支援组组长为
蔡卿，组员为张卫东、贡秋桑登、宋红。

测量登山队队长次落表示，由于陈
刚、王伟、桑登次旺 3 人此前均无海拔超
8000 米山峰的攀登经验，这 3 名队员从

海拔 7028 米的一号营地出发后，一旦出
现任何异常状况，都将由支援组队员替
补攀登。

据了解，如果天气条件允许，冲顶队
员将于 22 日登顶，并在峰顶立觇标，进
行重力、GNSS、气象、冰雪深度等方面的
测量。

此外，队伍还安排了攀登过程中背
负觇标、重力仪、雪深雷达等仪器的队
员。

据了解，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共有 35 名队员，由专业登山教练、向导、
协作和测绘工作者组成。队伍于 1 月中
旬在北京开始集训，3月末抵达拉萨开展
雪山攀登等训练，4月 5日进驻珠峰登山
大本营。此次冲顶前，队伍已在珠峰进
行了高海拔拉练，最高攀登至海拔 7400
米左右的高度。队伍此前计划 5月 12日
冲顶，但因天气原因下撤休整。

新华社天津5月18日电“枇杷黄后
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中国天文年
历》显示，北京时间 5月 20日 21时 49分，
将迎来“小满”节气。从“小满”这天开
始，我国很多地方正式开启夏日节奏。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
伟介绍，“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
个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是说从

“小满”开始，北方大麦、冬小麦等夏熟作
物开始灌浆，“小得盈满”，即籽粒逐渐饱
满，但尚未成熟，是“麦穗初齐稚子娇，桑
叶正肥蚕食饱”的时节。在一些稻作区，

“小满”还是插秧的时日，“插小满秧”，可
以保证收获季节开镰割稻。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
田。”罗澍伟表示，夏收、夏种、夏管的“三

夏”序幕就是从“小满”拉开的，这是一年
中农事活动的繁忙季节。“小满”之后就
是“芒种”，作为收获的前奏，农事活动又
将进入大忙高潮，成为农民一年中最繁
忙的季节。

从气候特征来看，“小满”之后，全国
大部地区相继进入炎炎夏季，天气的主
要特征就是高温高湿和多雨。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
科主任李艳玲提醒说，“小满”时节，应注
意及时补水，多吃含水及钾高的新鲜蔬
菜与水果，如生菜、香蕉、猕猴桃等，同时
注意优质蛋白质如牛奶、鸡蛋、瘦肉、鱼
等的摄入。此外，还宜多吃一些苦味食
物，如芹菜、苦瓜、茴香等，可以健脾胃，
助消化，祛湿邪。

疫情当下，在线教育成了许多人上课培
训的主要方式。但上课的老师是否有资质
呢？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教育部多次发文整
治教育机构培训乱象，但“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三无人员进行线上授课的问题，依
然存在。

业内专家指出，在线教育除了教授知
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如果
一开始路子走歪了，后面纠正起来就困难
了。

教师很“强大”资质“躲猫猫”

“700 人研发团队”“超 300 人毕业于清
华北大”，打开高思教育官网，首页的宣传
标语引人注目。教师专区的一些师资简介
更是十分“华丽”：“知名大学毕业”“国家公
派研究生”……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宣传策略，在许
多教育培训机构官网上十分常见。

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和
《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
工作的通知》要求，从事学科知识培训的教
师应具有相应教师资格，并接受社会监督；
培训机构应将教师的姓名、照片、任教班次
及教师资格证号在其网站及培训场所显著
位置予以公示。

那么，这些所谓的“名师”是否如宣传的
那样光鲜呢？记者发现，只要仔细观察，很
快会发现藏着“猫腻”。

记者在作业帮直播课官网发现，在教师
资质公示中，部分教师仅注称“教师资格证
考试笔试已通过”“待更新”，无具体证号；
不少教师标注了“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编
号”。教师“合格证”和教师“资格证”有何
区别？专家表示，教师合格证是教师资格证
考试中，通过笔试和面试后，颁发的成绩合
格证明，而要取得教师资格证后续还要经过
多项程序。作业帮混淆了教师合格证和教
师资格证，存在误导。

高思教育的官网并未将教师的资格证
公示在显著位置，而是放在课程中心的教师
详情里。前几位教师还有教师资格证及编
号，但只要继续下翻几页，剩下的教师便只
留了毕业院校等信息。同样，在学为贵教育
官网，师资仅有教育背景信息等简单介绍，
无教师资格情况公示；在新东方官网上，虽
前排多数教师都有教师资格证和编号公示，
但下翻后，同样出现类似问题。

记者在多家知名教育培训机构官网查
询发现，师资“前有后无”，表述含糊不清打
擦边球的情况十分常见，而对记者提出的质
疑，一些机构也有说辞。

高思教育答复记者采访称：“稍后查询
反馈一下。”新东方方面则回复称：“可能是
后台还没有上传上去。”学为贵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们的老师肯定都是有教师资格证
的，您查询的这个网站信息不全，在另一个
网站有详细信息介绍。”但记者查询发现，
在另一个“详细”的网站也没有相关资质公
示。

公示信息并不靠谱
刚毕业没教资也能入职

那么，已经公示的师资信息，又是否靠
谱呢？

记者在“新东方在线”官网上看到，一名
为“初二英语暑假班【人教版】（三期）”课程
授课，声称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师介
绍中，教师资格证的编号只有 8 位数字，在

“新东方”官网高中教师查询中，一位声称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介绍里，教师资
格证编号只有 13 位，皆不符合正规的教师
资格证全国统一 17位的规则。

为何这些师资编号如此“特别”？
5 月 6 日，记者致电“新东方在线”询问

相关原因，得到回复称会有专人回电答复，
随后记者并未收到相关回复。5月 15日，记
者再次查询该名“新东方在线”初二英语教
师资质时发现，编号已补充至 17位。

5月 17日，新东方在线方面向记者解释
称，该教师 8 位数的“教师资质”实为剑桥
CELTA 的证件号，并非教师资格证号。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该
证件并不等同于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教师
资格证。

那么，无证人员进入教培机构的门槛到
底有多低？

记者暗访多家在线教培机构，申请面试
时，均没有被问及有无教师资格证。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校
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规定，从事语文、
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
类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教师资格。

在对记者进行初中数学教学岗的“面
试”时，高思教育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没有
硬性规定说入职要有教师资格证。“只需通
过两轮试讲面试便可入职，每轮面试仅需线
上录制一道学科试题试讲视频。”

另一家知名教培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
刚毕业没有教资也可入职，面试顺利的话三
周就可以正式上课；大桥英语相关负责人表
示，按照“统一教材”做好功课，讲课就没问
题。一名在在线教育机构兼职多年的大学
生告诉记者，像他这种“兼职教师”十分常
见，“只需会说普通话，通过面试和培训，即
可上岗。”

教培机构亟须拧干“水分”

记者了解到，许多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培
训机构时，并没有把教师资质问题作为基本
门槛，教师资格证的查询方法并不为太多人
所熟知。记者多次尝试在中国教师资格网
进行有关师资编号的真伪查证，但均需再输
入教师身份证件号码才能进行。仅用于教
师本人认证服务的查询方式，也给了许多教
培机构以假乱真的机会。在实际操作中，许
多培训机构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躲躲闪
闪。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于艳新表示，教师
行业是一个高标准的行业，不仅要会教书，
还要会育人。对孩子来说，除了学知识，还
有习惯养成。如果一开始路子走歪了，后面
想改就难了。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
委员会主任芦云认为，教培机构本身对教师
聘用审查不严，其次在对外宣传的时候，

“为了能使教师队伍更强大，或者更具备吸
引力和实力，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易产生误解
或者虚假的宣传，资料也容易造假。”芦云
坦言，“实际上作为家长来讲是没有办法去
查证的，所以最后才发现提供的培训和宣传
的内容大相径庭。”

对此，芦云建议，学生家长首先要主
动要求机构提供教师资格证书。其次应适
当考察一下机构宣传是否与实际相符，此
外还可以采取预付费试听的办法检验课程
效果。

“在确立服务培训关系的时候，一定要
签订合同。”芦云表示，最好将教师资格和
教师从业经历相关条款加入合同当中。“学
科老师具有教师资格证，是对培训机构开展
学科培训活动的最基本要求。如果最基本
要求都达不到，那么其培训教学质量根本无
从保证。”中国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
表示，“教师资格证是教师职业的唯一合法
证明，也是进入教师队伍的必备证书，其重
要性毋庸置疑。”

陈音江认为，针对部分教育培训机构教
师无证上课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主动承
担起监管职责，一旦发现存在教师无证上课
等违法违规问题，应予以严肃查处并列入黑
名单，同时将黑名单纳入全国信用共享平
台，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切实维护好
学生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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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高程测量22日登顶

冲顶队员名单公布

20日21时49分“小满”

我国多地开启夏日节奏

5 月 18 日，中铁
电气化局的工作人
员在安装接触网支
柱。当日，郑（州）济
（南）铁路郑州至濮
阳段正式进入电气
化施工阶段。郑济
铁路是河南省规划
的“米”字形高速铁
路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正线全长 380 公
里，设计时速 350 公
里。 新华社发

老师的资质老师的资质
谁来审核谁来审核？？

5月18日，冲顶队员名单公布后，队员们在进行相关准备工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