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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彻底让奥数热刹车吗？我们
当年也经历了‘减负’，一纸通知所有的辅
导班都停课了。”今年30岁的张颖，还记得
18年前自己经历的那次“减负”，“但是没
几年，奥数班又恢复了，晚一两年的学弟
学妹们还是照学不误。”

在距离开赛只有10天的情况下，创办
于 1986 年、已经连续举办 31 年的老牌奥
数竞赛“华杯赛”决赛停赛了。此外，还有
多个由培训机构举办的杯赛也已停办，如

“学而思杯”改为内部综合能力测试。在
广东省影响力较大的省小学数学联赛，原
本近日启动的报名工作也突然暂停。近
日，教育部、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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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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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而这
已经不是有关部门第一次对义务教育阶
段培训机构组织的各类杯赛“喊卡”了。

学校资源退出 培训机构进来
从1955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中小

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针对中小学生
过重的课业负担，国家层面发布的减负令
已经有 9道，地方出台的“减负令”已达三
位数。

在之前一段时期，减负主要瞄准的是
学校给学生带来的课业负担，比如超量的
作业，过多的课程等，通过授课模式的改
革和教学时间调整，学校里的课业负担是
减轻了，但家长和学生的事实负担却没有
减少。

“比如很多社会实践类作业，学校根
本没有资源，最终都是靠动用家长的资源
来完成。这就是为什么写个作业最后要
让家长陪绑。”女儿上小学四年级的胡慧
慧说。

北京市朝阳区某居委会工作人员则
向笔者坦言，“一到假期就有很多小学生
来盖章，是为了完成学校实践作业，但居
委会的学习空间和社会资源也是有限
的。”

当学校教育从很多方面退出时，校外
培训机构就会进来，这其中也包括了各类
杯赛的辅导班。“三四点就放学了，家长不
可能接，也不可能“放羊”，所以才给孩子
报名学奥数。”胡慧慧说，“现在很多辅导
机构都不敢打‘奥数’的广告，都说是什么
数学培训，但你打电话过去，人家就会明
确告诉你是奥数班。”笔者按照胡慧慧说
的方式联系了多家培训机构，这些培训机
构的网站上，课程介绍里都没有“奥赛”字
眼，但与课程经理对话后，均表示就是“奥
数班”，“不管今年让不让比赛，您得让孩
子先上着，万一过段时间放松了，到毕业
时就有用了。”

有受访者表示，奥数本身并没有错，
它为那些深具潜质与秉赋的孩子预留了
脱颖而出的空间，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成才途径，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话题。

小学培训费用贵过高三
并不是每个家长都像胡慧慧一样，只

是把辅导班当作“帮忙看孩子”的地方，许
多家长是寄希望于孩子通过这些辅导班，
得到进入知名学校的机会。

对此，张颖有过切肤之痛。“我小学那
年也是遇上了奥赛停办，大家都没有了名
校的入场券，结果电脑派位去了一个差学
校。学校里课堂纪律很乱，连课都上不下

去，英语老师自己发音都不标准。”尽管后
来张颖中考考上了重点高中，但是她发现
自己的基础并没有打好，“高一第一堂英
语课，重点高中的老师上来就是英语讲
课，我根本听不懂，让站起来念课文，我一
开口就贻笑大方了。”尽管后来的历次英
语笔试类考试都得分不错，但口语一直都
是张颖的短板。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家长们试图
抓住每一根“或许管用的稻草”，在许多家
长眼中，各类竞赛哪怕是培训机构所办，
也是名校的敲门砖，所谓“占坑”机会，辅
导机构也藉此调高价码。笔者咨询在京
多家培训机构发现，同样是数学课，小学
三年级的学费普遍是高中三年级的两倍，
以 2个半小时一节课为例，辅导机构高三
数学 8~10 次课的价格在 1000~1500 元左
右，而小学数学同样时段的价格则在
2000~3000元左右。

”有教育界人士表示，“家长在小学六
年辅导班所花的费用，可能会高过高中三
年，但获得的效果却非常有限。”

治本需要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
事实上，教育部门对于公办中小学教

师校外兼课有严格限制，在这次四部门联
合下发的通知中也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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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民办教育机构的所谓“杯赛”培
训老师，对外宣传是“知名高校毕业生”，
而非“在校教师”。但并不是所有“名校毕
业生”都能讲好培训课程。“有的教初中和
小学奥赛的老师，的确是尖子生，自己奥
赛也拿过奖，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正
规的师范培训，自己能做好题，但未必能
讲好，也未必了解小学生的心理，这是他
们与学校老师不同的地方。”有培训机构
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看准了义务教育阶段课外班商机的
不只有培训机构，一些山寨社团也趁机浑
水摸鱼，组织各种针对小学生的“杯赛”，
报名没有成绩门槛，只有报名费要求，甚
至形成了产业链条。家长们的诉求也很
简单，“不管谁办的，只要能让孩子的履历
好看些，能进好学校，花多少钱都值。没
了杯赛，履历不好看怎么办？”

“如果以后没了这些杯赛，都不知道
该让孩子周末上什么班了。”任伯辉说，

“担心自己孩子每天这么玩，以后怎么办，
能不能进好的学校？”在“教育部等四部门
有关负责人就通知答记者问”中，有关负
责人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部门将

“进一步研究制定关于深化义务教育教学
改革和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有关意
见，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完
善学校服务、强化学校育人功能，缓解广
大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赖”。

就在治理培训机构通知下发的同时，
教育部还发布了《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
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小学入
学一般采取登记入学，初中入学一般采取
登记或对口直升方式入学，实行多校划片
的地区小学、初中可采取随机派位方式入
学，保障入学机会公平。实行小升初对口
直升的，要按照强弱结合原则合理配对初
中和小学学校”，对于现在还存在的，易被
一些培训机构利用的“特长生口子”，则要
逐步压缩规模，最终在“2020年前取消”。

（来源：工人日报）

奥赛停了怎样叩开好学校大门

新华社深圳3月9日电（记者 王晓
丹）记者从深圳皇岗海关了解到，近日
该关在皇岗口岸旅检渠道查获2名内地
旅客违规携带银行卡入境案件，查获各
类银行卡80张。目前，案件正在由海关
缉私部门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海关关员介绍，3月 6日早上，在皇
岗口岸，一名提着小行李箱的旅客被关
员截停，并示意其前往海关查验区接受
检查。关员在该旅客行李箱夹层、钱
包、贴身口袋内发现了共计 50 张银行
卡。在此案发生后的半个小时内，海关
关员又发现了一名旅客藏带 30张银行
卡入境。

关员告诉记者，查获的银行卡均为
国内银行发行的有效银行卡，这些卡片
签名各异，均非两名旅客本人所有。经
初步讯问，两名旅客均无法明确回答出
这些银行卡的确切来源和用途，他们声
称是受人之托携带入境。目前，案件已
由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皇岗海关负责人表示，如此多的银
行卡出入境，很可能成为金融诈骗工具
或洗钱工具，可能涉嫌经济犯罪。

海关提醒广大旅客，根据我国相关
法律法规，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
累计在 5张以上的，涉嫌妨害信用卡管
理罪。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 刘奕
湛）记者 9 日从公安部获悉，2017 年以
来，各地警方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先后返还群众被骗钱款3亿余元。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愈
演愈烈，诈骗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让人
防不胜防，令全社会深恶痛绝。公安部
刑侦局组织各地刑侦部门坚持侦查打
击、重点整治、防范治理三管齐下，对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发起猛烈攻势，有效遏
制了增长势头。2017年，全国公安机关
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53.7万起，同比
下降 6.1%；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7.8
万起，同比上升55.2%。

各级公安机关既打境内地域性职业
犯罪分子，又打境外活动、侵害境内的犯
罪团伙；既打犯罪活动，又打产业链条，形
成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压态势。

去年各地返还电信网络诈骗3亿余元

深圳海关查获

旅客违规携大量银行卡入境案件

3 月 9 日，
在陕西西安一
家 超 市 内 ，顾
客 在 选 购 商
品 。 当 日 ，国
家统计局发布
数据显示，2 月
份全国居民消
费 价 格（CPI）
同 比 上 涨
2.9%。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上接A01版）事实证明，习主席坚持美
国应该同朝鲜开展对话的主张是正确
的。美方十分感谢并高度重视中方在
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密
切同中方的沟通协调。

习近平指出，中方坚定致力于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
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当
前，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的积极变化，有
利于把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重新纳入
对话解决的正确轨道，也符合联合国安
理会涉朝决议确定的方向。我赞赏总
统先生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积极
意愿，希望美朝双方尽快启动接触对
话，争取取得积极成果。我们也希望有
关各方能多释放一些善意，避免做可能
影响和干扰朝鲜半岛局势持续走向缓
和的事情，努力把目前出现的积极势头
保持下去。我相信，只要各方坚持政治
外交解决的大方向，就一定能推动朝鲜

半岛问题朝着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的方
向不断取得进展。

两国元首还就中美关系交换了看
法。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同总统
先生保持了密切联系，我们都同意双方
团队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两国广
泛领域的对话合作，保持中美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大局。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在
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基础上，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推动中美经济合作共赢，推
动两国关系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进展。

特朗普祝贺中国全国“两会”成功
召开，表示两国元首保持密切联系对美
中关系发展十分重要。美方高度重视
美中关系和双方合作，愿同中方共同努
力，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

习近平感谢特朗普的良好祝愿，指
出中国全国“两会”成功举行，将为中国
发展和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关
系发展提供积极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