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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6

我市对校外培训机构出重拳

明确叫停义务段奥数竞赛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李宁 吴彦） 近
日，
教育部、省教育厅多次发文，
要求尊重教育规
律，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经营行为，以切实减轻学
生课外负担。昨日，省教育厅再发消息称，将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行动。
行动要求，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校外培训
机构
“黑名单”
制度，
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
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
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
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
应试等不良行为。同时，
针对中小学校将校外培

训机构培训结果与招生入学挂钩，
不遵守教学计
划、
“非零起点教学”，中小学在职教师违规到校
外培训机构兼职等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追究
学校、
培训机构和有关人员责任，
决不姑息。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校外培训行业迅速发
展，
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源和资本进入该领域。但
因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
部分行为严重扰乱正常
教学秩序，
甚至出现了
“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
针对培训市场乱象，宁波市教育局推出六
条措施，
对校外培训机构经营行为予以规范。

95 后女大学生
打造爆款儿童新知故事平台

小学校园里
藏了一名
“武林高手”

用童话方式
给孩子们讲国际事件

帅气！
六旬保洁阿姨
爱耍双截棍
魏阿姨在耍双截棍。 记者 徐叶 摄

绣得了花，扫得了地，还耍得了双截棍。她，只是一名保洁阿姨。
魏水军，今年 60 岁，在北仑华山小学当保洁员已 4 年。昨日中午，记者抵达
学校，魏阿姨又练了一套双截棍。这番表演，让上体育课的孩子们热血沸腾，又
蹦又叫，
“厉害，厉害，魏阿姨！
”

身体倍棒，最喜欢耍双截棍
阳光灿烂，身着酒红色工作服的魏阿
姨，在操场上耍起了双截棍。
日常午餐后，她都会愉快地练习，只是
会找个不起眼的地方。魏阿姨脸色红润，
身材均匀，耍起来干脆利落，十分带劲。她
手中的双截棍，时而如银链，柔绕周身；时
而又似银棒，直截而来。整套动作有些激
烈，一两分钟下来，魏阿姨大气不喘。
魏阿姨老家在绍兴，来北仑已有 20 多

年，早年在绣花厂工作。退休后，不愿“闷”
在家中，在家人的支持下继续工作，她努力
追求自己想要的快乐：
一份不劳心的工作，
一项真心喜欢的爱好。现在，
两全齐美。
她从小喜欢武术，直到孩子成家后，才
有了闲暇时间。退休后，她练过剑，玩过九
节鞭，但最爱的还是双截棍。
“ 感觉花样很
多，
柔中带刚，
特别喜欢。
”
魏阿姨说，
锻炼身
体十几年了，
最近一年多才开始耍双截棍。

爱是坚持，做事一定要有恒心
“爱是坚持。”
这话对魏阿姨而言，一语
双关。
2003 年，魏阿姨丈夫的身体出了状
况，医生建议他多多锻炼。担心丈夫在锻
炼时出意外，魏阿姨就天天陪着他去附近
的小山公园做运动，每天坚持两个小时。
这一陪，就是十几年。当时，两口子都得工
作，选择凌晨 4 点起床。天抹黑，人稀少，
魏阿姨随身带着双截棍防身，其实一点都
不会耍。
坚持锻炼多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才
真正接触到双截棍。一年多前，她看到小

山公园有人在教双截棍，便加入其中。尽
管学双截棍的女性极少，
但她并不介意。
锻炼几乎从不间断。刮风下雨，阻挡
不了他们锻炼的热情。
“ 最难是坚持，做事
一定要有恒心。”魏阿姨说，双截棍耍起来
很帅，可是一点都“不好玩”。在坚持练习
过程中，常常弄得浑身都是淤青。即便练
习了一年多，最近还是不小心被打青了眼
眶，打破了嘴唇。丈夫笑她“自讨苦吃”
，她
立马假装
“强势”
去回应。
爱是坚持，
久而有回响。丈夫现在身体
很好，
而魏阿姨耍起双截棍来也游刃有余。

身边人最美，
给师生上了堂德育课
喜欢看魏阿姨的精彩表演，但了解“双
截棍”
故事之后，老师和同学们觉得能从她
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华山小学大队辅导员周芳燕说，看到
魏阿姨的表演，觉得非常正能量，很积极向
上，与学校开展的“最美华山人”活动高度
契合。正是因为去关注“身边人”，才从闲
聊中知道了魏阿姨的特长，了解越多，就越
觉得应该推广开去，让华山小学的孩子们
感受到
“不一样”
的阿姨。
记者了解到，学校为此邀请魏阿姨给
学生们上课，上一堂“言传身教”的德育

一是公布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有办学许
可证的正规培训机构名单，正面引导消费者选
择；二是加强对社会培训机构非法违规办学行
为的联合整治；三是对“超纲教学”“提前教
学”“强化应试”等行为纠偏，叫停面向义务
教育段学生的奥数竞赛等活动；四是成立教育
培训行业促进会，促进行业自律；五是开展培
训机构诚信办学星级评估工作，以评促建，以
评促管；六是召集从事文化教育类学科培训的
机构联合发声，诚信办学，规范办学。

课。没想到魏阿姨一口答应，在前天早上
的升旗仪式后，魏阿姨为大家表演了精彩
的双截棍。
昨天中午，魏阿姨为记者演示时，一下
就吸引了正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孩子们。
尤其是一些小男孩，瞬间围过来，变成了魏
阿姨的
“深度粉”
。
“锻炼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魏阿姨
说，坚持锻炼以来，连感冒都很少。小朋友
们如果喜欢，我也可以教他们，让他们从小
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邬孟达 闻晓明

“特朗普总统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
“奥斯卡
颁奖典礼”
“ 马斯克将特斯拉送上太空”
“ 美国税改法
案”
……最近，
这些看似和小朋友
“绝缘”
的国际大事，居
然成了他们的爆款故事。而打造这些故事的，是几位
20 岁出头的 95 后。
去年 4 月，就读于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商务管理专
业的大四学生周婧仪，与她的三位高中同学，一起创立
了中国第一个儿童新知故事平台“牛油果世界说”。他
们每天挑选出两条重要的全球资讯，并改编成两个 10
分钟左右的童话故事。不到一年，
“牛油果”在蜻蜓 FM
的播放量已经超过 1100 万。不仅如此，
“牛油果”还成
为国家级科普平台
“中国科普网”
的合作伙伴，
并获得著
名主持人汪涵和李锐的联名推荐。

严肃的国际事件成为儿童“新知”爆款
“牛油果”
每天的故事里，
都有三位主人公：
“百科全
书”牛牛、古灵精怪的 YoYo 和顽皮小胖果果。每一个
故事中，三个小主角都以体验式的方式，去经历每一个
国际事件。而故事的内容涵盖了科技、自然、艺术、人
文、财经、体育等 10 个主题。
“不论是科技领域，
还是地球的自然环境，
世界在许
多方面都在发生巨变。因此，
我们希望带领孩子们了解
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学习最前沿的新知识。我们把产品
定位为儿童新知故事。
”
周婧仪说。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真正认识当下的世界，
他们不惜
在每一个故事上花费 7~8 个小时的创作时间。
“我们一
般每晚 9 点开会，用 2 个小时左右进行故事构思，3 个小
时完成故事的编写，当然还有 2~3 个小时的录制时
间。平均下来，一段 10 分钟长的音频故事，背后起码要
花 7 个小时。而每个细节，我们都会死磕到底。”周婧
仪掰着指头数了起来。

能影响百万中国孩子，是最有意义的事
这些 95 后的付出，不断得到回报。每篇通过微信
公众号推送的故事，平均有 5000 左右的阅读量。而故
事的问答版块，
每天会收到近 200 个孩子的语音答复。
“听了‘牛油果’才知道原来世界不仅有‘王者荣
耀’
，
还有那么多的新鲜事。
“
”我的孩子在听完
‘牛油果’
后，变得更爱和同学分享故事，更健谈。”周婧仪和她的
小伙伴们经常收到很多这样的反馈。
“每一位加入
‘牛油果’
的小朋友，
我们都百分之百用
心对待，
希望帮助他们不断成长。我们在每一篇故事的
结尾都设置了一道思考题。一开始许多孩子回答问题十
分羞涩，
但现在许多小朋友说话时逻辑清晰、大方自信。
我们由衷地为他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而高兴。
”
周婧仪说。
毕业后，
周婧仪会继续她的
“牛油果”
创业路：
“我们
从一开始就想好了，
这是我们一项长期的事业。可能是
五年，可能是十年，可能更长。与其让孩子们听我们十
几年前就听过的老故事，不如制作最新鲜的、与时代接
轨的故事。今天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百万孩子成
长，我已经十分满足。当然，未来的‘牛油果’还有无限
可能。
”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徐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