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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原
本 报 实 习 生 赵俊卿

近日，记者采访了青岛的4名大学生，
他们租了一家店面，分成了几个教室，就这
样简单地办起了暑期中小学课程辅导班。
“我们这边学费是按期收费的，一期30天；
分小学班和初中班，小学班一期350元，初
中班一期450元。”小杨告诉记者，“在这
个暑假里想找份儿工作锻炼一下自己。也想
通过这份工作获得一笔收入，以此来减轻家
庭的经济负担。作为师范生，也想通过办辅
导班体会一下当老师的感觉。”

家住枣庄市的李春旭在暑假期间回到自
己的家乡义务办起了辅导班，“我生长在农
村，这里的教育条件也比较落后。作为大学
生把自己所学带回家乡，这是自己回报家乡
的机会，也是自己尽一点社会责任，还能够接
触社会，更好地认识社会。”李春旭认为，“暑
期回乡义务创办辅导班，无论是对我自己还
是对这里的中小学生来说，都有意义。”

暑期到来，许多中小学生父母都想利用
这个时间给自己的孩子补补功课，以便培优
补差，缩小偏科差距。各地的辅导班也更加
火爆，不少大学生也抓住时机办起辅导班。

记者调查发现，大学生暑期创办的辅导
班，主要有以营利性质的初具规模的辅导
班，组织家教和义务性质的支教等方式。

小杨同学坦言，他们在青岛开办的辅导
班，并没有经过当地教育、工商、民政等部
门的备案、审批，“没有听说开办辅导班还
要经过审批，也从未有人来监管。”他们一
直觉得办个辅导班并不需要什么行政备案、
审批程序，自己租个场地，发了传单就办起
辅导班来了。像小杨这样，不少大学生办辅
导班没有经过相关审批，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要求，之前也从未考虑过；而另一部分人则
是明明知道，却嫌审批等程序过于繁琐，审
批及办班经营时都还要缴纳各种费用，所以
想越过这一环节。

专业人士表示：“此种营利性办班未经
审批、备案，即属于违规办学。”“凡不能
提供《办学许可证》和《教学点登记证》
的，均属违法办学。”

“现在大学生还没有资格申请开办中小
学课程辅导班，只有达到一定条件的民办教
育才可以，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济
南市民办学校管理暂行规定》，申请开办民
办学校，注册资金必须有30万元以上，教室
场地面积须达到200平方米以上，须有5个以

上的管理人员，7名以上具有教师职业资格
证的老师。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才有资格申
请。”济南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大
学生暑假开办的短期中小学课程辅导班不能
界定为民办教育，其资金、场地、人员很难
达到开办法定民办教育的要求，也就是说其
没有资格申请，属于非法办学。对于违规开
办的辅导班，我们必须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查
处取缔。”

这位负责人同时提醒：“大学生开办的
这种暑期中小学课程辅导班，大多缺少办学
条件，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属违规办班，希
望广大学生和家长谨慎选择。”

记者了解到，我省不少地市出台了规范
暑期办班、办学的相关通知，要求“严厉查
处非法办学，取缔非法机构；未经批准擅自
举办的面对中小学生的各类培训补习机构，
各区、县教育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整治
力度，取缔非法机构”。

暑期中小学课程辅导班有巨大的刚性需
求，这也催生出很多大学生创办的辅导班。现
在大多数大学生创办的补习班，都是以营利
为主、初具规模的辅导班。部分大学生认为，
本来就只想办1个月的辅导班，但是去注册等
手续比较繁琐，拖的时间也比较长，相关的费

用也比较多，自然对注册办学就很抵触了。
社会上经正规批准的教育辅导机构，一

般是常年常设的专业辅导机构，所从事的不
光是暑期辅导。而大学生暑期辅导班一般为
1到2个月，如何机动灵活地进行管理？有关
专家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调整政策，简
化注册手续，缩减相关费用；建立健全相关
制度，将大学生举办短期辅导班纳入教育政
策体系中来；引领大学生办辅导班走上制度
化、规范化、合理化的轨道。

当然，目前最现实的，是大学生在暑期
可以积极应聘加入到正规的各类培训补习教
育机构中来，或者联系家教，取得合理、合
法收入。而占少数的义务支教，应当得到当
地政府部门的支持，积极鼓励大学生返乡或
去其他教育薄弱地区支教，必要时为他们提
供一定的帮助，并且相关部门也应当将其纳
入监管，减少问题发生。

专家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谨慎选择辅
导班，选择那些有当地部门办学许可的辅导
班；辅导班的选择不能盲目，应该以孩子的
具体需求为主；不要轻信广告宣传，尽量进
行实地考察，重点审查一下辅导班的师资力
量；建议不参加跨学期收费、高收费的培训
或培训结束退还高额学费的培训。

大学生暑期办辅导班，你怎么看
专家建议规范之外将其纳入教育政策体系

□记者 王桂利
通讯员 韩洪烁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岁的孙新华，在日照市

岚山区安东卫实验小学就读五年级，“往年
暑假，不是看电视就是自己玩，可没意思
了。”他一边看着刚收到的文具盒一边说，
“在这里，有大哥哥大姐姐们陪着，还能学
到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真开心。”

孙新华说的“这里”就是岚山区安东卫
街道辛庄子村的“小草学堂”，一个专门免
费为留守学生提供亲情陪伴、安全守护、才
艺培养等志愿服务的地方。

7月17日，记者随山东科技大学材料学
院有关负责人携带捐献的文具、书籍等，来
到辛庄子村的“小草学堂”，走进“小草学
堂”热情的大门，感受别样的课堂。

岚山区安东卫街道辛庄子村共有2 8 0
户，是个城郊村。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
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或经
商，一大批未成年的孩子留在家中，成为
“留守儿童”，尤其是在节假日，这些儿童
实实在在成了“没娘管的孩子”，他们的生
活、教育乃至安全令家长和社会担心。“小
草学堂”以“团组织+志愿者+农村留守儿
童”的关爱模式，有效解决农村孩子假期无
人看管、学业无人辅导、安全无人保障的社
会问题，是共青团组织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工作、服务农民工子女的有效途径。

2009年，山东科技大学材料学院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专业学生秦谭发起创办了“小草
学堂”。在当地政府和学校及社会各界的关
心、扶持下，至今已走过6年的路程，成为
当地的一项品牌活动。如今，山东科技大学
在岚山区已开设这样的学堂14家，共选拔120
名优秀志愿者到学堂支教，历时40天，分两
批进行暑期支教，每年受益学生达8 0 0余

人。
55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子女在辛庄子村

的“小草学堂”接受免费暑期辅导；担任辅
导老师的，是山东科技大学招募选拔、品学
兼优的4名大学生志愿者，配有专门的教
室、办公室。驻地村委为志愿者解决了住

宿、餐饮问题，还专门为志愿者修建了洗澡
间。“小草学堂”对农村学生完全免费，它
与社会上的辅导班、特长班完全不同。

山东科技大学2014级学生、“小草学
堂”志愿者梁天泽表示，志愿者队伍都是一
级一级传承下去的，自己一定会接好这一

棒，把爱心传递下去。山东科技大学自动化
学院2013级学生胡启超带着自主研发的机器
人，为同学们讲授了机器人的操作与研发，
并进行了展示。他说：“希望通过展示机器
人，激发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机器人表
演让孩子们看得如醉如痴。

“小草学堂”的课程内容包括英语、数
学等课程辅导，还有辩论赛、剪纸课、电影
赏析等丰富的课外课程。在这里，留守儿童
学习文明礼仪、社会百科、诗歌朗诵、爱心
手语、安全教育等课程，另外还有手工制
作、健身舞蹈、趣味体育、素质拓展等，令
所有学生轻松愉悦、自由自在。岚山区团委
书记赵琳说，“每年支教结束之际，志愿者
与学生相拥话别的场面特别感人，很多学生
不舍得大哥哥大姐姐离开！”

“小草学堂”不仅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也受到了家长的“热捧”。在本地自营一家
饭店的孙先生便是“小草学堂”的忠实“粉
丝”，提及“小草学堂”便竖起了大拇指：
“去年开班的时候，他只想着不让女儿乱跑
就好了，本来没有打算能够让女儿学到很多
东西，但是经过一个假期，女儿出色地完成了
假期作业，还学会了跳舞，懂了不少的地理、
天文知识，这的确让他感觉到一丝意外。”
今年不到六月份，他就开始打听“小草学
堂”暑假哪天开课，赶紧给孩子报上了名。

山东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党委书记王晓东
表示，“小草学堂”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作出了积极奉献，同时也是志愿者的第二
课堂，锻炼了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
能力，参与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帮助他人
的同时，“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自身素质
得到了历练提升。我们一定会继续坚持下
去，让更多的农村孩子共享‘小草学堂’的
快乐和爱心。

关注留守儿童，“小草学堂”开课，农村娃开心度暑假

大学生携爱心走进“小草学堂”

7月17日，山东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志愿者携带捐献的文具、书籍等，来到岚山区安东卫街
道辛庄子村的“小草学堂”，与留守儿童度过愉快的暑假。

图为自动化学院2013级学生胡启超带着自主研发的机器人，为同学们讲授了机器人的操作
与研发，并进行了展示。胡启超说：“希望通过展示机器人，激发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能够
好好学习。”

□韩洪烁 报道

孩子，你并没有被遗忘
——— 中国石油大学学生走进弃婴的世界

□ 侯洪岭 陈兴华

8月5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艾瑛
实践队的成员们准时到达了石家庄市社会
福利院，开始了在福利院做义工的生活。

艾瑛实践队到达福利院那天，石家庄
下起了瓢泼大雨，天空是阴翳的灰色，
“当看见一张张天真的小脸上写满了期
待，写满了幸福，我们忘了所有路途上的
劳累。”实践队员时小童说道。在年幼的
孩子眼中，儿童福利院的两栋楼便是他们
的整个世界。他们并不知道，更多的同龄
人拥有怎样的幸福生活。

我国每年约有10万名儿童遭到遗弃，
然而由于弃婴行为的隐蔽性，导致大量弃
婴受到二次伤害甚至死亡。为了寻找这些
被遗弃的孩子，给他们带去社会的关爱，
艾瑛实践队一行人自愿做义工走进弃婴的
世界，并作了相关的调研。

3岁的彤彤（化名），是一个本不该
被遗弃的孩子，却由于被医院误诊遭父母
遗弃，在很小的时候便住进了福利院。福
利院的工作人员也为她感到惋惜：“她和
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本不该来到这
里。”眼里流露着对彤彤的疼爱。

小彤彤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笑
起来天真而可爱。除了有一点点的认知障
碍，彤彤和正常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偶
尔，彤彤也会撒一下娇，拒绝学习，这个
时候队员们会选择向她屈服、哄她、帮她
完成任务；护工阿姨却会一脸严肃地警告
她，要乖乖听话，自己完成任务。队员们
很不解，询问原因，护工阿姨眼中流露着

疼爱却又无奈地说道：“没有人会一直照
顾她，她必须学会自己去做。”在福利院
的孩子从小就要承受这些，让队员们不禁
感慨，身在这里的孩子们，即使有了政府
的帮助，也永远无法体验来自父母、来自
家庭的关爱，体验他们这个年纪本可以拥
有的依赖感。

“站像一棵松，坐像一个钟…”一位
短发齐刘海的小姑娘抬着头一边唱歌，一
边拉着沙袋，十岁的萌萌（化名）由于发
育不良只有四五岁的样子，下肢畸形，目
前只能通过拉力治疗来锻炼上肢。但是萌
萌天生有一个好嗓子，为实践队员演唱了
《低碳贝贝》、《泥娃娃》等歌曲。“至
今不识字的萌萌，却能记住歌词，唱起歌
来手舞足蹈，可能这就是命运在关闭一扇
窗的同时为她打开的另外一扇窗，希望萌
萌在自己的歌声中快快乐乐地生活。”实
践队员吕文昭说道。

爱笑的萌萌，用她的笑，传递着快乐，
用乐观感染着跟她一样不幸的孩子，温暖
着这个大家庭。与萌萌截然不同的明明（化
名）十分内向却又坚强，他因脑瘫致使下肢
畸形，走起路来剧烈地摇晃着，只能缓慢地
向前挪动。明明每天要做的是站在有固定
绷带的支架里，把大小不一的螺丝拧下来
再拧回去，以此来锻炼手指的灵活性。

相比于正常的孩子，这些有先天残疾
并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更需要别人的
关注，他们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的康复治
疗，只为了有一天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这看似简单的过程，需要孩子自己的
坚持，也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图为队员崔立杰帮助小昆昆练习坐立。

□记者 王 原 实习生 王亚男 报道
本报北京电 7月31日至8月5日，全省中小学校长依

法治校专题研讨班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来自全省各
地的100余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长参加了培训。

这次培训首次依托教育部依法治校专题研讨班，利用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培训平台，借助知名专家学者的智慧与
经验，使教育一线的校长们接受了一次法治精神的洗礼。
培训既有高端的辅导报告，又有生动的现场教学，还有热
烈的交流互动。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法院进行了现场观摩，观看了法官们自拍的《网游将少年
引向歧途》的短片，听取了涉少刑事审判、涉少民事审判
工作介绍。

□王 原 王立燕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6日上午，山东艺术学院在省文化馆

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班创作成果展”开幕
式。

据介绍，文化部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
班，体现了国家对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培训班
的举办，不仅使学员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视野、技艺水
平、市场意识等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还将非遗传承人群
和高等艺术院校紧密连接在了一起，使传统技艺与现代艺
术得以碰撞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教师和学员们通过培
训学习这一契机，实现了教学相长、相互融合的目的，在
各自的艺术和生活道路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本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班创作成果展”，
是教师与学员们教学、学习效果的阶段性展示汇报，展厅所
陈列的作品，是传统技艺、民间艺术和现代设计的有机结
合，是对非遗项目传承与开发的深层推进，体现了学员们多
年来对非遗项目传承的现实坚守和艺术梦想。

□记者 王 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31日至8月2日，由教育厅主办、山

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15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
教学大赛在山东商职院举行。

本次大赛共分中职组和高职组两部分，设信息教学设
计、信息化课堂教学和信息化实训教学3个赛项。14地市
中职学校的96件作品、47所高职院校的131件作品进入省
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产生中职组一等奖9项、二
等奖19项、三等奖30项，高职组一等奖13项，二等奖26
项，三等奖39项。

中小学校长依法治校

专题研讨班举办

山艺举办非遗传承人群

培训班创作成果展

□杨 岚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到这里，竟然不让讲中国话。这就是山

东外贸职业学院语言文化实践教学基地——— 外语村。
在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北校区东南角，走近外语村，是

一块以书法字体刻有“外语村”和Global Village的巨石。
一进入外语村，会立刻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外国味”，这
是一个纯外语环境的“外语村”！

外语村由美国村、日本村、澳洲村、韩国村等九个
村组成。布局设施合理，设置了充满外国风情的辅助设
施。村子里，窗帘和墙面是展示图片的主要“阵地”，
每个村都有4个可升降式窗帘，多角度地展示本国家或
地区的重要文化元素；博古架、窗台和地面集中展示琳
琅满目的实物，例如英国的大本钟、澳洲的袋鼠、南美
洲的羊驼、非洲的手鼓、日本的人偶等。另外，每个村
都配有一台75寸的多媒体智能平板(电视电脑一体机)代
替投影仪，高清晰度显示，操作灵活方便，教学课件丰
富多彩。村里既充满了浓厚的异域文化气息，又有现代
化的教学设备。

“外语村”是一处完全模拟外语交际环境的场所，营
造了一处纯外语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高外语水平搭建了
有效的训练平台。

一是教学功能。外语村主要用于开展以提高学生语言
文化知识应用能力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为中心
的互动式、交流式、任务式和项目式等教学活动。每个村
配备多媒体智能互动平板、白板等优质教学器材。真正实
现了互动教学。学生学习趣味无穷，激发学习潜能，增强
了学习效果；

二是实践功能。外语村承担校内外语听说实践基地的
角色。以村内文化资源为依托开展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包
括学生各类外语社团、俱乐部、口语角、外语沙龙、节日
派对等课外语言文化活动；

三是交流功能。外语村是一个“进村必讲英语”的交
流场所。每个村都布置能渗透各语种国家丰富文化内涵的
人物图片、雕塑小品、服饰挂件等装饰物。为学生的外语
学习营造一个形象仿真的学习环境。外籍教师与学生一起
开展具有本国特色的教学活动和文化交流；

四是休闲功能。为保证学生参加外语村活动的积极
性，外语村特设世界旅游纪念品商场、视听室、多功能厅
和环球影院，在大厅设计两处“交流空间”，摆放休闲茶
几和沙发，为广大学生学习外语提供良好的自由活动场
所，吸引师生驻足休息，交流闲谈。

丰富多彩的外语村活动，与课堂学习相结合，提高学
生的外语实践能力。

目前，类似大规模集中建设的纯外语环境在省内高
职院校中属于首创，与省外为数不多的已有案例相比，
处于明显的领先水平。这样一个到处都能感受异域风
情、到处都能听到外国语言、到处都能学习世界文化知
识的场所，使得外语学习变成一种休闲和一种乐趣，同
时也成为体现鲜明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外”字特色的一
张亮丽的名片。

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举行

山东外贸职院有个“外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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