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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家培训机构持证开设文化课
■记者 许涛

通讯员 张伟林

本报讯 日前，市教育局发布了截止
到 10 月底，持有办学许可证，可开展面向
中小学生文化课程的培训机构名单，共 46
家。这些持证的校外培训机构可开设语
数英等文化课程培训班。没有在名单上
的机构，暂不符合文化课开班规定。
今年以来，市教育局全面严查校外培
训机构，开展专项整治。全市各镇（街道）
积极响应，纷纷成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
作小组，按照“规范一批、整改一批、关停
一批”的总体思路，对辖区内的培训机构
进行分类治理。截止到 10 月，各镇（街
道）召开专项治理会议 53 次，组成的联合
排查整治小组出动 84 次共 1064 人次。
据了解，截至名单发布时，全市共有
464 家（新增 28 家）校外培训机构，现有符

合要求的机构为 298 家，166 家不符合要
求的机构中已关停 132 家，还有 34 家正在
整改。
下一阶段，根据《海宁市开展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在第二
阶段的分类治理和全面整改完成后，将组
织整治工作回头看活动。实行部门专项
检查和属地定期检查相结合，对所有校外
培训机构特别是在在整治工作中被取缔
和整改完成的培训机构组织抽查，是否存
在重新营业或者超范围经营的现象。此
外，对校外培训机构实行常态化管理。
届时，还将建立名单公布制度，由各
镇（街道）上报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注
明校外培训机构名称、地址、经营范围、列
入黑名单原因等内容，由市教育局汇总后
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方便群众获
取信息，这也将从源头上遏制黑名单机构

的生存空间，抵制新的不规范机构出现。
力争在 11 月份成立的海宁市校外培训机
构行业协会，则将在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自
律自治、规范行业行为、促进培训市场良
性发展是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继续扎实开展从严治教。
切实提升课堂效率，抓好教育教学质量。
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孩子全面发展需求。
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等途径，引导家长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另外，将进一步采取
措施遏制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现象，依法从
严治教，坚决查处一些中小学校不遵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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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办学许可证可开展面向中小学生文化课程的培训机构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培训机构名称
海宁市职工学校
海宁图书馆培训中心
海宁星海艺术培训学校
海宁市英博外国语培训学校
海宁市诺华文理培训学校
海宁市英卓教育培训学校
海宁市哈里森外语培训学校
海宁市树人培训学校
海宁市源动力培训学校
海宁市智慧树培训学校
海宁阿曼达英语培训学校
海宁英才培训学校
海宁市维米奥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海宁正源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海宁市华旭教育培训学校
海宁市文博教育培训学校

教育随笔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培训机构名称
海宁市英乐培训学校
海宁市优乐培训学校
海宁市金门英语培训学校
海宁市鹿鸣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海宁市天乐艺术培训学校
海宁市健先文化培训学校
海宁市青禾培训学校
海宁市创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海宁市金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海宁市文汇教育培训学校
海宁市新创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海宁市科蒂英语培训学校
海宁市创智聚能教育培训学校
海宁市欧望培训学校
海宁市智向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海宁金钥匙英语培训学校

序号
培训机构名称
33
海宁市思远教育培训学校
34
海宁市求实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35
海宁市智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36
海宁市鲲鹏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37
海宁市英恩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38
海宁易贝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39
海宁市嘉叶语言培训有限公司
40
海宁市协力课外辅导培训有限公司
41 海宁市许村镇弘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42 海宁市许村镇莘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43
海宁市名思堂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44
海宁菁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45
海宁市勤耕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46 海宁市戴氏品书堂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注：名单截止到 10 月底

如何真正理解“一流”

通过教学看懂“一流教师”

本报讯 11 月 8 日中午，狮岭学
校的党员活动室里，师生间的一场沟
通谈心正进行着，拉家常、询问学习情
况、师生间互提意见等，让这个不大的
空间里充满了温馨感。这也是本学期
狮岭学校党员教师们进行的“和新居
民子女结对”活动的一个缩影。
狮岭学校党总支和党员们立足本
校实际，依靠完善的组织阵地，走出了
一条依托阵地建设拓宽服务的新渠
道，用热忱的服务态度走入学生走入
百姓心中。本学期来，学校党总支坚
持把“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
育纳入“三会一课”,通过“我心中的最
美党员”宣读活动,引导教工立足岗位
履职尽责；严格落实谈心谈话、组织生
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加强关心
关爱，积极为教工排忧解难；充分运用
校园网络、QQ 与微信公众号等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及时发布有关活动信息，
提升党建工作影响度。
如今在狮岭学校，全校 52 位党员
用 善 于 教 学 善 于 服 务 这 一“ 看 家 本
领”，打造出了更具活力的校园生态，
这种育人方式也越来越得到学生和家
长的好评。

■通讯员 於潇雅 沈关忠

透过课堂表现看到“一流学生”

延安中学的周游老师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她整节课极其流畅标准的美
音，强大的英语口语能力让她在组织课
堂、表达思想、交流观点、引导学生的过
程中，没有一点点语言牵绊，她的语言表
达甚至是比教学材料更生动的学习素
材。也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英语老师
才能帮助学生在高考中赢得英语学科的
强大竞争力，更能培育出不被语言表达

■通讯员 王月明

海洲街道中心幼儿园：
上演方言展示会

近日，海宁市高级中学英语教师殷蓝
参加了教师 90 课时上海培训。她说，在
教学领域，特别是英语教学领域，海宁和
上海还存在一定差距。结合此次培训以
及联系海高一流高中建设，她写下了一篇
感悟。

我在上海延安中学听了两节高二英
语课，高中的学生像小学生一般踊跃举手
回答问题,大量高级别词汇脱口而出。在
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也能结合语境用英语
到位地对词汇进行解释。高中阶段就有
这么出色的词汇口语驾驭能力，肯定是从
语言教学起步阶段就有扎实的词汇功底
和口语运用训练。延安中学英语教研组
在介绍教学经验时，讲到每两周学习一篇
超过 1500 字的英语文章，并要求学生全
文背诵。全文背诵非常机械、枯燥，似乎
跟新课标倡导的许多标准并不相符。但
作为一名语言教学者，我认为：没有大量
正确地道的输入，是无法流利准确地输出
的。当然目前，学生可接触的正确语言输
入途径还是多元的。但如何让记忆输入
不挫伤学习者兴趣和积极性依然是一个
重要命题。

狮岭学校：
“教学＋服务”
构建育人新模式

殷蓝参与评课。
（本人供图）
禁锢思维交流的学生。更让人意外的
是，这位普通的中年高中英语女教师，对
于体育领域的信息也如数家珍。我想：
具备深厚英语教学功底，知识面广，眼界
开阔的高综合素质英语教师才是我们
“一流”教师的标准。

借助“特色”理解“一流”学校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重点
高中。参观这所学校让我对于“特色示
范”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从办学宗旨到
育人理念，从完整的校园文化到系统的课
程设置，学校都有着鲜明的特色：明德、尚
法、精业。
校园入门大厅的设计主题依然紧紧
围绕该校特色，东西古今，各大法典装点
了大厅三面墙壁，正面墙上的浮雕刻画的
是中国从古至今法律演变的历史，每一组
浮雕都有一个二维码，只要用手机扫码，
立马可以听到英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的

介绍。校内，地面的时间轴线记录人类法
律史的演进，全校中心区域的象征公平法
制的雕塑，还有学生事务中心各大校规的
展示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该校为学生创建了模拟立法室、模拟
刑厅、模拟听证厅等非常逼真的环境，被
告席、审判席、人民陪审员、公诉人、听证
人，坐在每一席背后都会是一个真实的体
验过程。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模拟厅，
有时确实会有一些区内未成年人的案件
进行公审，让学生观摩。而一些相关未成
年人的法规也真正在本校学生的参与讨
论听证后被通过实施。不仅如此，这所学
校培育的学生组织，更承担了部分学校管
理的职责，有校长助理、教导助理、科研主
任助理、德育主任助理等等，在学校的行
政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想特色示范的创建是希望我们的
学生在提升高校选拔考试中竞争力的同
时，能有更加多元的人格气质。 （殷蓝）

本报讯 方言是一个地方的文化
特色。如今的孩子都是用普通话进行
交流，对于家乡的方言却感到陌生，有
的孩子不仅不会说家乡话，而且连听
也听不懂。为了避免方言的失传，保
存本地文化的记忆，近日，海洲街道中
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展了一次别开生
面的“娃娃念童谣”方言展示活动。孩
子们用地地道道的家乡话进行了一一
表演。
经过精心的准备，每班的表演各
具特色，精彩纷呈。活动中，各班通过
说唱、诵读和演唱相结合等活泼的形
式，展现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方言童
谣。一张张兴奋的笑脸，一声声声情
并茂的朗诵，一个个充满童趣的动作，
一阵阵欢快热烈的掌声，将活动推向
高潮。
通过本次方言展示活动，不仅让
孩子们对童谣儿歌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更 让 他 们 对 海 宁 方 言 有 了 更 深
了解。

娃娃念童谣。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