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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 实习生 王文
婷）金菊溢彩日，爱心涌动时。日前，在
市惠民帮扶中心的搭桥推荐下，资阳市、
雁江区两级羽毛球协会将承载满满爱心
的捐款，分别送到了资阳中学、雁江一
中、伍隍中学的三名优秀贫困学子手中。

李新是资阳中学高一学生，其父
亲在 10年前病故，爷爷二级肢残，奶奶
患癌症，母亲外出打工，李新不仅要上
学，还得承担照顾家人的重担。同样
命运的，还有雁江一中高一新生付晓
娟，其父亲病故，欠下几万元债务，母
亲三级肢残，丧失劳动能力，付晓娟要
承担照顾母亲的重担。陈凤梅是伍隍
中学高一新生，其父亲瘫痪，母亲腰部
摔伤，还有一个读初中的妹妹，一家人

的生活十分艰难。
当得知这几名学生的困难后，市

惠民帮扶中心逐一入户看望，并为三
个家庭提供临时生活救助或办理低保
等帮扶举措，同时将三名学生向市、区
羽毛球协会推荐，得到两级羽毛球协
会的积极帮助。

“我们希望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
力，帮助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秉承
这种理念，市、区两级羽毛球协会组织
会员为寒门学子捐款。李新、付晓娟、
陈凤梅三名学子每人获得 3400元的爱
心资助款。

“我们一定好好读书，自信、自强、
自立，用知识改变命运，懂得感恩、服
务人民、建设国家！”受助学生说。

背起行囊赴海外留学，学有所成、
顺利毕业是海外学子的通常模式，但
也有个别学子在留学期间中断学业选
择退学。说到退学，也许不少人对此
持“负面”看法。但事实是什么样的？

其实，退学是学校和学生双方的
事，将退学的板子只打在学生身上的
看法并不客观。对退学的中国留学生
来说，究竟原因有哪些呢？

重新思考人生选择

选择出国求学的大多数留学生对
海外的生活和教育抱有美好的期待与
憧憬，但如果没有审慎的思考和清晰
的判断，结果可能和自己的期望有很
大的距离。

刘垚（化名）从 7 年级开始在国际
学校读书，这也让她拥有超强的适应
力。本科时她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读市场营销，但就读期间她选择了退
学，其原因既不是孤独，也不是成绩不
好，而是希望能重新选择。

她回忆说：“从大二第一学期开

始，我发现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去问身边的小伙伴，有的人的答案
也和我的相似：父母的选择。我开始
觉得自己一直都在为了考试而学习，
这其实在浪费我的时间和父母的金
钱。为什么不能先工作寻找自己真正
喜欢的，然后再去考虑学什么呢？当
时大二班上有一个中年人，我了解到
他便是先工作，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
知识短板后，再来上学弥补。受到他
的启发，我决定退学，先了解自己到底
想学什么再去上学，不想只是为了那
张文凭去读书。”

正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读硕士的力
俐身边也有因不满意自己的专业而选
择退学重新申请的同学。“我有一个同
学在国外读大学，因为不清楚自己真
正喜欢什么，就稀里糊涂地申请了比
较热门的商科。结果读了之后才发现
不喜欢，又退学重新去读艺术史。”

放弃不适合自己的路

对于刚刚走出国门的学子，陌生

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李青（化名）
本科时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读
书，因为始终无法融入异国的环境，最
后主动放弃了学业，回到国内。她回
忆自己当时的状况：“我在国外时最深
刻的体会就是没有朋友。我接触和认
识的大部分人是美国人，彼此文化差
异很大，沟通交流存在障碍。我不想
用父母的血汗钱只换来一纸文凭，更
不想在国外继续消沉，最后我决定退
学回国。以后的路还很长，一步一步
来，是金子总会发光。”

正如一位选择退学的学子所说
的：“挺感谢当时作出退学决定的自
己。并非做所有事都要坚持，年轻时
就要勇于改变。不必非要按部就班沿
着某条路一直走下去，主动放弃不适
合自己的路，亦是一种宝贵的能力。”

莫让自己陷入“被退学”

国外高校教育体系大学阶段对学
生要求严格，因课业压力繁重而退学
的学生确实有。林云（化名）本科时曾

在英国学习建筑，他谈到，自己身边就
有学生因无法承受学业的重压而退
学。“我们学校比较严格。第一年班上
同学大约 100 人，第二年就有学生退
学，第三年又有学生退学。”

但对留学生来说，要避免因自己
主观不努力、考试作弊等而陷入“被退
学”。

刘佳畅（化名）在日本读书时挂了
两科，需要重考，可是在准备重考期间
却迷上了游戏。“重修过程中，我迷上
了游戏。作为一个从小学到高中不玩
游戏的男生，我几乎无法抗拒这个时
候爆发的游戏瘾，再加上我当时轻视
重修的学科，觉得通过期末突击复习
就可以冲回来，但结果是我没能及
格。当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
经几乎无法挽救了，只有两个选择：要
么回国，要么看能不能找个社区大
学。”

无论以何种理由退学，一旦遇到，
就需要积极面对。如果能借机重新审
视自己，化被动为主动，或许可以开拓
出新的路。 据新华网

“强烈要求减负！”“强烈要求
取消成绩排名！”呐喊方才消退，

“强烈要求恢复小升初统考！”的呼
声又起。记者采访多位家长了解
到，相比各种培训、竞赛、考证给孩
子带来的压力、给家长带来的焦
虑，不少人宁愿重新承受“一考定
成败”。一位家长说：“看不到清晰
的路径规划，搞不清什么时间做什
么事合适，无法不焦虑。”

“不可捉摸、模棱两可、体外
循环。”殷飞则用这样三个词概括
当下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无序竞

争。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人们
感到确定的统一考试反而显得不
那么面目可憎了。

现实中，焦虑消解正在被置
换为各种形式的“烧钱”行为，而
嗅到了这一“商机”的商业综合体
们迎来了“新生”。

记者采访发现，城市中的商
业中心正在变身“超级学校”。以
南京市地标紫峰大厦为例，每一
层楼都有至少两家培训机构进
驻。每到周末、假期，背着书包的
中小学生频繁进出，孩子们的身

影从一楼的英语班出来，又进入
二楼的学而思培优班，匆匆吃完
午饭，再进入三楼的舞蹈班。门
外等候的家长中不乏硕士、博士，
他们一边焦虑地在刷着手机，吐
槽起步阶段的数学、拼音、图形这
么简单收费却不低，但又很庆幸
自己第一时间“秒杀”到了课程。

殷飞认为，要纾解家长的焦
虑，不能仅靠劝家长保持理性，要
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丰富优
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从根本上打破
不健康的教育生态。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李小凤 实习生 苏
秋伃）为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生入学困难，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生（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不因贫困
失学，乐至县严格国家资助政策，在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上精准发力，取
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新的突破。截
止到 9月 7日，全县已为 1390名贫困
大学生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贷款人数和放贷资金与去年同比双
双倍增。

强化宣传，传递惠民政策。通
过当地电视台、政府网、教育网等媒
体发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公
告；以校园为主阵地，悬挂助学贷款
宣传横幅，分发助学贷款宣传资料，
张贴《助学贷款工作指南》，设立助
学贷款宣传栏；班主任利用班会时
间宣传、解读贷款政策，并将助学贷
款宣传资料上传至班级 QQ 群，供
全班同学下载阅读；县学生资助中
心分赴各普通高中学校、中职学校
通过校园广播、学校资助会议宣讲
贷款政策，动员积极参加助学贷款
预申请。

人文关怀，贴心服务学生。学
生资助中心将贴心服务贯穿于助
学贷款服务全过程，在办公经费极
其紧张的情况下，免费为贷款学生
及家长提供纸杯、茶叶、饮用水、蒲
扇等；作为劳动力输出大县，多数
留守学生父母长年在外务工，无法
返回户籍所在地学生资助中心签
订合同。为让留守学生顺利踏入
大学课堂，县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
员通过电话、QQ 或微信向学生亲
属耐心解释助学贷款政策，成功争
取 贷 款 学 生 亲 属 出 任 共 同 借 款
人。针对家庭特殊、有实际困难的
学生，教师主动出任共同借款人，
并主动担责。

简化手续，现场办结业务。免费
为贷款学生复印录取通知书、身份
证、学生证；协调各普通高中、中职学
校进驻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公室，
为没有进行预申请的贷款学生现场
进行贷款资格认定；为贷款学生提供
现场注册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悉心指
导学生准确、高效录入个人贷款信
息，在现场 20分钟即可办结。

英国QS全球教育集团9月12日发
布最新“QS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
名”，其中6所中国高校跻身世界50强。

在这份榜单上，排名最靠前的中
国高校是第十位的清华大学，其余在
前 50的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QS 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巘
说：“中国大学人才培养卓有成效，毕
业生全球竞争力质量不断增强。”

最新公布的榜单显示，斯坦福大
学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和哈佛大学。前 10名其他
学校依次为悉尼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剑桥大学、墨尔本大学、牛津大学、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清华大学。

QS全球教育集团成立于 1990年，
每年定期发布“QS 世界大学排名”等
多项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排名。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李小凤 实习生 苏
秋伃）近年来，乐至县坚持以改革激
活力、改革出效益，不断增强教育发
展活力。

全面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突出
质量核心，推行以“导学案”为主要形
式的课堂教学改革，开展课例式培
训，指导、督促、检查中小学教师导学
案应用，以课堂教学改革助推教学质
量提升。

不 断 深 化 办 学 体 制 改 革 。 鼓
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优化办
学结构。目前，正在积极洽谈引进
博骏公学、天立教育集团入驻乐至
办学。全面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构建“前校后厂”实训
模式、“工学结合”课程模式、“理实
一体”教学模式、“学校+行业+企
业”就业模式，共同探索岗位式学徒
制学生培训模式。

稳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实施
“青蓝工程”，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
度，年内引进研究生 4名。探索校长
教师交流轮岗试点，先行在童家、天
池两个责任区试点，近两年交流教师
440名、校级干部 10名。抓住与成都
双流区教育结对契机，上半年组织校
长、教师 19名到双流学习跟岗。

大力实施招生制度改革。义务
教育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城区小学实
行划片招生，乡镇学校实行按户籍所
在地入学。继续执行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根据自愿就近参加高考政
策；初中生物、地理两科在初二进行
结业考试，其成绩按 20%计入中考总
成绩；小学六年级学业水平调研检测
实施网上阅卷。高中实施“阳光招
生”，全面取消择校费，省一级示范性
普通高中统招计划按 50%的比例均
衡分配到每所初中学校。

2017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工作取得新突破

突出综合改革
教育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我国6所大学入选
QS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50强

“退学”并非洪水猛兽

爱心温暖寒门学子求学路

“要专挑孩子不会的提问”
“一定要让家长感觉自己孩子真
的不太行”……近日被媒体曝光
的某培训机构英语课程设计，揭
出了培训机构的“攻心计”。

记 者 调 查 了 解 到 ，利 用 家
长从众、攀比的心理，培训机构
的“洗脑”阵地已经前移到了手
机里。

南京一位刚刚幼升小的家长
冉峰发现，自从孩子确定要上家

附近一所著名小学后，就被拉进
了“某小学入学群”。刚开始，大
家交流孩子和家长信息，相谈甚
欢。随着人数增多，广告出现了
——暑期游学团、游泳教练、理财
平台等等，而最多的还是各种培
训班的推荐。

“真是聊着天就把你给‘套路
’了。”冉峰说，每次都是他家孩子
学什么了，感觉很好给大家推荐，
然后几个固定的托儿开始跟帖。

“我孩子也在这家学的，真不错。”
一位教育培训业内人士说，家

长们往往今天看某个“牛娃”上了
什么班，就开始焦虑，想马上跟风
报班；明天去报，发现居然有钱也
报不上，越报不上越心焦。摸透了
这些心理，培训机构就会利用各种
群圈定目标受众，打着分享升学信
息、提供升学指导的旗号，散播报
名紧张等信息，制造焦虑气氛，“吹
风”中就把生意给做了。

开学了，学区房的投资暂时
降 温 ，租 房 陪 读 的 市 场 火 爆 起
来。记者走访南京多家房产中介
了解到，几家名校周边的出租房
虽是“老破小”，租金却年年看
涨。“人生是一种选择。学区房＝
优质教育资源＝孩子的美好未
来。”房产中介王龙向记者“兜售”
这一理念。

学区房、陪读房，为何价格严
重偏离市场规律仍受追捧？教育
业内人士分析，根源当然是教育资

源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
缺。“问题在于，市场正在利用这种
不均衡炒作焦虑，不断推高价格。”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殷飞说。

房产中介变身“教育专家”，
类似现象已不鲜见。北京西城区
的教学实力曾一度被追捧，“老破
小”的学区房获利也因此节节攀
升。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背后是
一家中介机构的统一行为。

一些在网络上、在微信朋友
圈里被炒得火热、看起来出自资

深教育人士的文章，背后的写手
却是房产中介机构。“现在很多学
区房中介开始做自媒体，自己给
自己写软文，稳赚不赔。”一位房
产营销人士告诉记者，这些中介
一边炒着小学、中学的学区排名，
哪个版块的教育资源好，一边在
群里面鼓动家长一定要买学区
房，动态更新房源。“很多家长一
焦虑，头脑一热，孩子才进小学就
开始琢磨初中的学区房该往哪里
买了。”

□ 新华社记者 蒋芳

“培训大军”再度集
结。刚一开学，南京一所名
校二年级的小安就开始了
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密集
的课程，他的父母虽是分
别毕业于国内985与211
大学的硕士，但为了让孩
子受到“专业”的培训，还
是坚定地给小安报了班。
妈妈说：“苦虽苦，孩子的
语言敏感期没几年，不能
偷懒。”

“找房大军”正在奔
走。名校周边的“老破小”
早已一房难求，中介还在
不断提高租金。南京的一
位家长任女士无奈地说：
“别人换房子是改善，陪读
的家庭却在改差。但是为
了孩子的未来，蜗居一段
时间是值得的。”

不辞辛苦培训、不惜
人力陪读、不惜成本择校
……专家认为，当下的教
育焦虑固然来自优质教育
资源相对稀缺，但家长严
重焦虑和畸形攀比的“心
魔”背后确有利益推手。教
育焦虑究竟为何愈演愈
烈？谁在靠“吹大”你的焦
虑“泡泡”牟利？新华社记
者进行了调查。

优质学区等于美好未来

——房产中介成了“教育专家”

校内减负校外“烧钱”

——商业中心成了“超级学校”

两个两个硕士硕士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竟教不了一个小学生一个小学生
———谁在靠—谁在靠你的教育焦虑你的教育焦虑““吃饭吃饭””

以为是口碑其实是套路

——培训机构成了“心理专家”

乐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