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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推荐事件
成都“最严禁奥令”规范民

办教育培训市场
今年，成都市教育局联合多

部门共同治理民办教育培训市
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竞
赛，以及公办、民办学校的招生行
为等，发布“史上最严禁奥令”，通
过一系列组合拳，使得曾经吸引
不少小学家长和学生竞相参与的

“奥数”“华杯赛”“联合杯赛”等数
学竞赛，相继停办，让一度被奥赛

“绑架”的孩子得到解放和个性发
展，让教育回归常态，由此获得家
长、学校和社会的好评。

这一系列组合拳包括，2017
年5月31日，成都市教育局、工商
局、公安局决定在全市开展为期3
个月的民办教育培训市场专项治
理行动，同时联合印发《通知》，明
确各单位要建立监管对象信息
库，完善民办学校信息披露、违规
失信惩戒、督导评估和政务信息
公开机制，主动接受市民和媒体
的监督。

6月2日，成都市教育局联合
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再发公告，明确要求，不得
组织学前、义务教育段学生参加
区域性、跨区域性统考、联考、排
位，不得举办、承办、协办以及组
织、诱导学生参加包括“奥数”“华
赛”等在内的所有非政府部门举
办或认可的学科竞赛、考级活动，
不得为上述竞赛或活动提供场地
设施、宣传渠道、考前培训、考务
服务等，不得“以考（赛）促（代）
销”任何资料和商品。

11月15日，成都市教育局、市
公安局、市工商局再次联合发布

“三禁令”，禁止举办、承办、协办未
经政府部门批准的竞赛活动；禁止
组织义务段中小学生报名参加未
经政府部门批准的竞赛活动；禁止
组织或变相组织与义务段入学、转
学、插班挂钩的竞赛活动。

推荐理由
因为外孙是一名小学四年级

的学生，因此米瑞蓉对“奥数”的
话题格外关注。

“关于奥数，我以前也很困
惑。”米瑞蓉说，有一次她在指导

外孙的假期作业时，被一道数学
题难住，“我虽不是学霸，但自认
为数学基础还是很好的，女儿初
中、高中都是我辅导，怎么现在小
学四年级的数学就把我难倒了
呢？”后来她看了相关例题，才知
道这道题需要用到奥数的思维方
式才能解答。

米瑞蓉说，为此，她上网查阅
了不少资料，去了解奥数，全家人
还就“孩子要不要去参加奥数培
训班”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她的观
点是，并不反对小学生适当地学
习和了解一些奥数，奥数应该是
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能够锻炼
孩子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帮助孩
子提升解决问题的灵活性，这一
点是非常好的。但是她非常反对
孩子去参加奥数比赛，让学习变
得功利化。

米瑞蓉表示，偶尔去接外孙
放学，在学校门口，她会接到各种
补习班的宣传单，还有许多人举
着牌子站在校门口进行宣传，“可
谓是全方位地针对学龄孩子，开
启了一种经济模式，但这些无序、
海量，且质量参差不齐的补习，有
多少是真正适合孩子的？家长应
该如何选择？要不要给孩子增加
负担？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
题。”对于成都市教育局联合多部
门对民办培训市场乱象开启专项
治理，禁止违规学科竞赛的举办，
米瑞蓉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她非
常支持，“这样的举措能让整个教
育生态回归到正常、有序的状态，
还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当时他给我打了电话，说送餐途中
遇到车祸，可能要晚一些送到。”点餐的顾
客曹女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天下午1
点13分，她点了一份便当外卖，等餐过程
中接到了外卖小哥的电话称自己遇到车
祸，可能会晚一点。对此，曹女士表示理
解，结果接到电话后没过多久，外卖小哥
便将餐送达门口。

“他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店铺门口，脸
色看起来不太好。”曹女士回忆，外卖小哥
将餐送达后又向她表示了歉意，并把胳膊
上的伤给她看。那一刻，曹女士十分感动，

“他遇到车祸受伤都没管，先给我送餐，实

在是太敬业了。”事后，曹女士翻看了点餐
记录，外卖小哥在 1 点 45 分将餐准时送
达，没有超时。不过，曹女士也提醒外卖小
哥，在送餐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另外，据饿了么方面介绍，平台综
合骑手个人能力、餐厅、天气、路况、送
餐距离等因素，给出合理的承诺送达时
间。只要骑手按照规则操作，熟悉周围
环境，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超时的。骑手
若遇到不可抗力导致超时，公司也不会
对骑手处罚，但客户可以通过订餐体验
为骑手打分。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附视频截图）

送餐遇车祸 外卖小哥爬起来接着送
他说：“当时只想准时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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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业家米瑞蓉：我推荐成都“最严禁奥令”

清理违规乱象，还孩子快乐童年

学校、教育培训机构、教育从业人员

二、奖项设置及参评要求

1、年度教育事件
或是敢为人先的尝试，或

是别开生面的创举，它令人心
潮澎湃，引发广泛谈论，影响万
千学生家长，推进成都教育发
展，全城热议，举国讨论。

2、年度教师
不仅教学技能高超、教育

智慧丰富，更有温暖人文情
怀；爱学生，同时尊重学生；传
授知识，同时传递价值观、人
生观，传递爱与温暖。

3、年度致敬人物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

一己之力，为成都教育的发
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4、年度教育管理创新奖
促 进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促进
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
具有创新性，透明性、参与性
及可推广性。

5、天府文化传承奖
将“创新创造、时尚优雅、

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
文化深度融入中小学德育工
作，真正做到课程育人、实践
育人、活动育人。

三、活动流程

1、公开报名
时间：1月4日-1月10日
2、网络初审及提名公布
时间：1月10日-1月15日
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

将通过成都商报、成都儿童
团公众号、成都商报客户端
等平台，第一时间向大众公
布网络初审及提名名单，并
对各入围人物，事件，进行鞭
辟入里的分析解读，让大家
对教育的力量有更为深刻的
理解认识。

3、网络投票
时间：1月15日-1月22日
初审提名名单公布后，将

在成都儿童团微信公号设置
专栏页面进行展示及投票，每
位朋友单日可投3票。大众投
票权重占比30%，专家评选权
重占比70%，二者共同决定最
终入围名单。

4、2017年“教育影响城
市”成都基础教育年度盛典颁
奖典礼

时间：2018年1月25日
由教育界大咖及神秘嘉

宾共同揭晓“教育影响城市”
最终获奖名单。同时联合多家
互联网公司，发布最具影响力
的成都教育大数据，把脉成都
教育未来。

一、参选对象

由成都市教育局指导，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推出的年终巨献——2017年“教育影响城市”EPC成都基础
教育年度盛典自本月启动以来，得到了教育圈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全市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积极联动，不仅热情推荐各自的教学能手、师德标兵作为年度教师，更梳理出不少近年来的教育教学创新成
果，进行集中推荐。

10日，“年度成都教育典范”各参评奖项推荐已报名截止，接下来，经过专家评审的初选，将在第一时间公布
各奖项的入围名单，并对各入围人物、事件和创新项目等进行宣传报道和分析解读，传递推动成都教育向上发
展的正能量。11日，著名女企业家米瑞蓉也就成都“最严禁奥令”的话题，聊了她心目中的年度事件。

【点评者】成都外国语学校校长 龚
智发

成都外国语学校校长龚智发，同时
他也是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中
国数学学会会员。关于“禁奥”的话题，龚
智发表示，奥数本身是无害的，因此，家
长需要明白，成都“禁奥令”的意义并不
在于禁止小学生去学习奥数，而是禁止
举办违规的奥赛，以及奥赛证书与学校
招生入学的挂钩，因为这样容易导致大
规模的学生“一窝蜂”地去进行功利化的
学习和训练，这对于大部分数学基础、创
新能力和思维方式达不到要求的孩子而
言，则是有害的。这种害处体现在，一是
浪费了孩子的时间，磨灭了其对学习的
兴趣，二是如果采用不恰当的方法，对孩
子的智力过早过度开发，容易导致孩子
学习的后期乏力。

龚智发表示，他不反对小学高段（五、
六年级）的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在课堂之
外，进行适当的拓展，去学习一些奥数。但
是他反对奥数学习的低龄化，“小学低段
的孩子，很多连基本的数学基础和原理都
搞不清楚，谈何奥数？”

他说，孩子究竟适不适合学习奥数，
走竞赛的发展道路，要看是否具备至少
三个条件，首先是孩子要学有余力，思维
能够跟得上，其次，需要孩子对数学学科
感兴趣，甚至是热爱，因为只有热爱，才
能够帮助孩子“对抗”学习过程中的枯燥
无味，才能让其从中找到学习的乐趣和
动力。最后，孩子如果要参与竞赛，还需
要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进行指导，“奥数
不是学习一种固定的解题模式，它要求
的是思维和方法，因此并非是上几天培
训班，会解几道题那么简单。”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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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瑞蓉，成都市女企业家协
会会长，成都阅读协会会长，一位
游走在作家圈的企业家，曾先后
被评为首届蓉城十佳青年企业
家，中国杰出创业女性，中国百位
地产风云人物。

1月9日下午1点40分左右，市民张先生驾车经过
益州大道银泰城外时，遇到了令他感动的一幕，一辆黑
色轿车在左转时与一名骑电瓶车送餐的外卖小哥发生
了碰撞，外卖小哥不顾伤痛，也没来得及处理交通事故，
立即从地上爬起来接着去送餐。

这段画面被张先生的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来，上
传至网络后，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1月11日下午，
经过多方寻找，成都商报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这名外卖
小哥简伟，提及当天发生的那一幕，他说：“当时没有顾
虑太多，只一心想着准时把餐给顾客送达。”

视频记录 送餐遇车祸，爬起来接着送外卖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民张先生提供的
行车记录仪视频中看到，在益州大道银泰
城外，一辆黑色的吉利轿车正在跨越双实
线，准备左转进入地下停车场，这个时候
一名外卖小哥骑着一辆电瓶车在后方被
挂倒，车和人一同摔倒在地上。

而接下来的发生的一幕让张先生感到
十分惊讶，这名被撞倒的外卖小哥从地上爬
起来后，首先想到的竟然是赶紧去送外卖。

“他起来看了下外卖没得啥子事，说送餐时

间快到了，就提着外卖先去送餐。”张先生
说，看到外卖小哥从地上爬起来离开后，黑
色轿车车主就把电瓶车扶到马路边，接着继
续开车进入停车场就走了。大约十分钟后，
送完餐的外卖小哥赶回了事发现场。

张先生表示，看到当时发生的那一幕
他十分感动，觉得外卖这一行确实很辛
苦，在遇到车祸后，外卖小哥居然第一时
间想到的是把餐给顾客送过去，实在是
很敬业。

外卖小哥 没有顾虑太多，一心想着准时送餐

这段画面被张先生的行车记录仪完整记
录下来，上传至网络后，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
关注。1月11日下午，经过多方寻找，成都商报
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这名外卖小哥简伟，提及
当天发生的那一幕，他说：“当时没有顾虑太
多，只一心想着准时把餐给顾客送达。”

简伟告诉记者，当时他正在从天府三
街送餐到银泰城，准备过马路时，行驶在
自己前方的一辆黑色轿车没有开转弯灯，
突然就在路口进行转弯，自己也来不及刹
车就被撞倒了。“我爬起来看了下外卖没
事，送餐时间还有几分钟就到了，便决定
先把餐给顾客送过去，再回来处理事故。”

简伟说，虽然自己被撞倒但伤得不重，只
是胳膊有些擦伤，便告诉黑色车车主自己
先去送餐，让他帮忙把电瓶车扶到路边，
送完餐再回来和轿车车主协商如何处理。

简单交代后，简伟便提着外卖送餐去
了，不料，等他返回事故现场时，黑色轿车
已经消失不见了。由于当时身体没大碍，
他也没有报警处理这起事故。

今年30岁的简伟是饿了么平台的外
卖骑手，工作一个半月来从来没有送餐超
时过，“我们送餐最讲究的就是守时，当时
眼看距离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想着一定
要准时送餐。”

顾客感动 外卖小哥准时送达，很敬业

被撞瞬间

爬起来接着送外卖

成都出租车行业将传统
巡游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拒
载、绕道、计价器作弊、交通违
法等违法违规行为分为A、B、
C、D 四类，禁入年限分别为
终身、五年、三年、一年。昨日，
在“文明出租车、美丽新成都”
优秀出租汽车驾驶员评选活
动启动仪式上，市出租车协会
发布成都首个出租汽车行业
自律公约，从1月1日起执行。

市出租车协会负责人介
绍，2017 年 12 月 26 日，成都
市出租汽车协会召开全体会
员大会审定了《成都市出租汽
车行业自律公约》，建立起“黑
名单”制度。目前46家巡游出
租汽车企业和16家网约车企
业均已签订《公约》。传统巡游
出租车行业禁入的驾驶员，网
约车行业也禁入；网约车行业
禁入的驾驶员，巡游车行业也
禁入。

根据《公约》，凡有以下不
良行为之一的驾驶员，所属企
业应与当事驾驶员解除合同
并书面抄告协会，由协会录入
A类不良行为记录，会员单位
承诺永不录用：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带头
聚集或私自串联闹事，参与影
响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
众利益和行业稳定等停运事
件的；在营运中进行违法活动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营运

期间有酒驾、毒驾行为的；发
生较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
任的交通事故的；组织外地客
运出租汽车或者仿冒客运出
租汽车及为仿冒出租汽车行
为提供便利的；伪造、变造、转
借营运证件或者使用他人营
运证件的；私自篡改车内设
施、设备线路安装作弊工具，
虚增营运里程和运费的。

凡有以下不良行为之一
的驾驶员，所属企业应与当事
驾驶员解除合同并书面抄告
协会，由协会录入B类不良行
为记录，会员单位承诺五年内
不录用：

殴打乘客或执法人员的；
有使用假钞、运送违禁物品以
及其他违法活动被公安机关
行政拘留的；将车辆、营运证
件交由非本车驾驶员营运或
者驾驶他人车辆营运的；拒不
接受或故意阻挠交通运输执
法机构检查、调查处理的；公
安机关认定故意侵吞乘客车
内遗失物不及时归还、上交
的；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
不履行合同，不遵守企业规章
制度，造成行业、企业不良社
会影响或带来经济损失的。

对于表现优良的驾驶员，
会员单位承诺在招聘中优先
录用，并适当降低经济任务定
额。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实习生 陈星宇

昨日，成都市交委、市出
租车协会启动“文明出租车、
美丽新成都”优秀出租汽车驾
驶员评选活动，将评选出 50
名优秀出租汽车驾驶员，除了
荣誉证书，每人还有 8000 元
现金奖励。

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范
围为锦江、青羊、成华、武侯、
金牛五区行政范围内的巡游
出租汽车驾驶员。共设置“优

质服务奖、“安全文明奖”、“爱
岗敬业奖”、“见义勇为奖”、

“积极融合奖”五类奖项，评选
优秀出租汽车驾驶员50名，每
位获奖驾驶员将获得荣誉证
书以及8000元现金奖励。评选
成绩将分为网络投票和评审
小 组 成 绩 两 部 分 ，前 者 占
60%，后者占40%。活动将持续
至5月。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实习生 陈星宇

成都首个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发布

虚增营运里程和运费 驾驶员永不录用！

每人奖8000元！
成都将评出50名优秀出租车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