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领风气之先， 要将效果落到实处，
切切实实第一时间感受到这些效果的，是
競才修业培训学校的老师、学生与学生家
长。

競才修业培训学校英语名师秦薇有
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还没开口就仿佛告
诉我们：我在这里工作很开心。 曾在公办
学校工作过的她，非常认同老金的理念和
管理方式。 “公办学校，你在那个地方，你
就是；这个学校呢，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证
明自己，你不一定是。 学校把师资和教学
质量放在第一位。 ”她说，自己的教学理念
首先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继而要传授学
生知识并帮助解决其疑惑，还有一个很重
要，要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愉悦。 “把专
业征服放在第一位，在此同时用自己的人
格魅力去感染学生，既让他开开心心地学
到东西，又引领他学习怎么做人 。 ”慢慢
地，秦老师成了“传说中的人物”。 有学生
第一次来报名， 看到秦老师就兴奋地喊：
“秦老师我听说你很久了， 终于见到活的
你啦！ ”“我每天都很开心，这些开心来自

于学生，来自于学生满意的评价，来自于
学生的崇拜。 ” 秦薇说， 崇拜感产生巨大
的成就感，让她每天生活在幸福之中。

每一天，不管刮风下雨，课程主管刘军
都会乘坐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准时赶
到学校上班。 在她的手机里， 存满了学生
和学生家长的电话号码，却找不到爸爸妈
妈的。 “其实我们课程部的员工都这样，下
班了甚至晚上很晚还有学生或者学生家
长打电话来 ，也不觉得烦 ，反而觉得被人
信赖感觉非常好！ ”刘军说，甚至有学生从

望城区雷锋镇坐车过来， 只为和这里的
“姐姐 ”聊天解闷 ，然后说 “姐姐 ，我没事
了！ ”

在競才修业见到长郡双语实验学校
初二学生唐阳玥时， 她刚刚上完一堂课。
“我在这里培训语文、数学和物理，学习有
一年了。 ”她跟我们介绍起来显得兴致勃
勃。 她说她觉得这里的老师很好，自己成
绩也不断有提高，收获很大。 “比如我数学
有问题了，在这里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上
课，更多的是讲拓展的内容 ，而自己学校

主要是帮助打基础。”说着说着她眉飞色舞
起来：“喜欢这里的老师！ 我们在一起很平
等。老师讲的内容既实用，又生动，不死板，
很容易记住， 不像有的老师喜欢对着书讲
理论。 比如数学老师，我们都叫他胡哥，讲
课最有味了，一些不好记住的定理，他喜欢
取一些有趣的名字让我们记。 ”

唐阳玥说，老师讲完了，还会问我们
有没有听懂，如不懂，他就会把难点再梳理
一遍，“这里的同学来自很多学校， 有麓山
国际实验学校的， 有南雅中学、 北雅中学
的， 有师大附中博才实验学校的， 很多很
多。 80 分钟的课程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气
氛也很活跃，大家都很投入。 ”

作为家长， 在省商务厅下属单位工作
的杨静只要有空就会陪读初一的儿子来競
才修业培训学校上课。 “我自己来，不是不
放心。 ”她说，倒是以前把孩子放在另一家
培训学校，最后发现儿子根本没去上课，而
培训学校根本不知情，“这里就不同， 只要
孩子迟到两分钟，班主任就会发现，并且马
上跟家长联系。”杨静道出她喜欢陪儿子来
的原因：一是儿子乐意在这儿上课，成绩有
进步，她高兴；二是觉得这里的老师和前台
工作人员很热情，服务很真诚很细心，自己
喜欢来学校和他们交流交流。

进入 6 月以来，针对中小学生的暑期培训招生大
战在长沙如期展开。看得到的，是在考场外面，学校门
口，各培训机构的宣传单满天飞；看不到的，是培训机
构进公立学校上公开课，是营销人员找老师“攻关”，
是各种利益勾结下的“暗流涌动”。去年 5 月，《南方周
末》公开曝光“培训学校送回扣给老师，在长沙的教育
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短短一年过去，长沙民办教育培训界，知耻而后
勇、痛改前非者有之，痛定思痛、无奈照旧者有之，不
思改进、依然故我者有之。

据统计，目前长沙市民办培训机构 286 所，年度
培训人数 158131 人次，培训机构教师 3678 人。面向
数十万中小学生的长沙民办教育培训业，需要正本清
源，呼唤气正风清，期待引领风气之先的行业标杆。

本报特推出———

引领风气勇当先
文/图 王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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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小学生的教育培训 ，
一头连着公办学校， 一头连着家

长孩子，一头是学生，一头是社会，一头
是教育事业，一头是市场规则 ，其风气
与风向的转变，对师德师风 、对整个教
育风气乃至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可谓不
大，甚至可以说是问题之关键所在。

毋庸讳言，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民
办教育培训业，已在长沙成为一个庞大
的产业。

庞大的产业，引发巨大的诱惑。
受诱惑的有两头 。 一头在公办学

校，一头是培训业界。
树欲静而风不止。 利益诱惑面前，

部分公办教师身在曹营心在汉，甚至有
意转移教学重心和力量，使正常教学质
量下降， 学生只有到培训机构去上课，
才能“补”回来。 此时培训业的繁荣，部
分源于公办教育的人为失职与缺位。

民进长沙市委在 2009 年的提案
中严词痛斥教师回扣风。 这份《关于加
强对我市民办学校变相给中小学生增
加负担的监管的建议》 提案中认为，应
严禁民办学校（含民办补习学校）招收
在校学生进行文化课补习 ，“对介绍学
生到民办学校补习文化课而拿回扣的
教师，按接受商业贿赂处理”。

事实上， 公办教育理应是正餐，民
办培训则只是小灶与夜宵。 中小学民办
教育培训有市场的需求， 有存在的理
由，有生长的土壤。

公办教育师资基本上统一调配，对
于满足不同学生对老师的不同需求缺少灵活性；公办教育
面向众多学生统一提供内容基本相同的教学，对于培养学
生个性和发展学生天赋、 特长没有特别优势。 在这两个方
面，培训学校的独特优势与价值得以彰显———学生可以到
这里寻找自己喜爱的老师， 补习自己喜爱或不擅长的课
程；学生可以在专门的老师指导下，及时发现并充分挖掘自
己的学科潜质，尽情展露并自由发展自己的学科特长。

可见公办教育与民办培训，两者承担各自不同的任务，
理应互不干扰，各自为政，井水不犯河水。

如今，给老师送“回扣”拉生源的做法，已如过街老鼠，
更加见不得阳光，更加讳莫如深。 可以说，旧的规则已被破
坏，新的规则尚未建立！

长沙中小学教育培训业，正站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需要引力，需要推力，更需要发自内部的觉醒力
与自制力，需要刮骨疗毒，需要壮士断腕。

旧的一页已经泛黄，新的一页正待掀开！
我们呼唤监管与自律两者并重，打击与扶持双管齐下。

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切实负起监管职责，不推诿，不护短；民
办培训机构多一些“安博競才修业”，立志做行业表率，振臂
一呼，自律自强，引领风气之先。

那时的长沙中小学教育培训业， 将在量变的基础上发
生质的飞跃。 它不再是腐蚀教师、 干扰正常教育教学的黑
手， 不再是对学生而言挖了东墙
补西墙、 徒劳无益的搬家
游戏， 而是真正有益于学
生，有益于教育，有益于社
会 的 一 项 崇 高 事
业。

这， 才真正回
归其本源与本质。

风气需要净化，净化需要引领。 引领首
先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

安博教育长沙市天心区競才修业培训
学校（以下简称安博競才修业）校长金赤东
记忆犹新： 在 4 月 21 日举行的首届长沙市
民办学校形象展示暨人才招聘咨询会上，长
沙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华表示， 如何抓住机
遇，推动民办教育科学发展，是各级政府和
教育行政部门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长沙将
积极出台支持和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
措施，全面整顿教育培训市场，着力打造一
批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民办院校。

“王局长的话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使我

们更加坚定了规范办学行为的决心，更加坚
定了以质量与管理立校，一切为学生服务的
理念！ ” 金赤东说，他由此萌发一个想法：抵
制行业弊病，勇当行业标杆，引领培训界风
气之先。

不久前，长沙市教育局主管民办教育的
副局长王建林也曾就长沙民办教育该往何
处去，怎样才能走得更稳更快发表意见。

普通市民对民办教育的理解很容易局
限于简单的社会办学和高收费学校，加之各
地民办教育普遍存在“无证办学、不规范招
生、乱收费、师资薄弱”等乱象，也让社会对
民办学校常持怀疑态度。

王建林认为， 全社会要给予民办学校更
多的鼓励。 “其实，民办教育充满活力，对社会
发展的贡献巨大， 为国家节约了大批教育经
费， 目前长沙市民办教育总资产达 102.1 亿
元；有效地推动了教育体制改革深化，打破单
一的政府包揽办学格局； 有效地满足了人们
对教育的需求； 有效地缓解了经济社会发展
与人才供应不足的矛盾， 培养急需的多元化
实用型人才； 有效地带动了房地产、 印刷出
版、交通、服务等相关行业。 ”

很多民办学校校长都想办好学校，但大
多时候有些力不从心，社会对民办教育的误
解、非法无证民办培训机构的冲击、缺乏公
平的竞争环境、没有优秀的师资和管理团队
都是民办学校办学难的瓶颈。

“依法治校、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管理
强校”，王建林给出办学四句真经。 “民办学
校基础较薄弱，作为校长应该直面存在的问
题，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办学，克服浮躁、
功利化的心态，只想快赚钱、赚大钱的人请
你远离教育。 ”王建林说，只有办学质量上去
了， 才能使自己争取更多更好更广阔的空
间。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日
渐增多，各地民办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 与
此相伴的是，培训机构无序竞争、不正当竞
争现象屡见不鲜。 王建林认为，作为政府监
管部门， 除了加大对民办学校的监管力度，
还要有意识地引导学校明确其办学本源和
宗旨。

作为长沙市规模最大的培训学校之
一，如何引领风气之先？ “安博競才修业”
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金赤东认为，首先是要 “用良知办教
育”。 他们通过经常性的学习培训，全校上
下统一思想。 在招生行为上绝不搞歪门邪
道，在办学行为上绝不弄虚作假。

他给工作人员灌输一个观点：不要动
不动就埋怨，把一切不如意都推给社会风
气， 只要坚守自己内心的良知与理想，一
个有追求的教育者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与此同时，競才修业培训学校经常组
织老师们进行师德培训， 统一大家的认
识：市场经济时代师德不能丢，老师在競
才修业上课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
是为社会培养接班人。

金赤东的第二个理念是“用服务做教
育”。

“我们的做法，就是真心为每一位孩子
提供服务。 ”他要求所有员工对待家长就
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
己的弟妹， 把学生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以
心换心地真诚善待。

競才修业培训学校要求教师必须时
刻关心、关注每一位学生。 在競才修业，所
有教师都有一本《教师真情服务手册》，规
定教师对自己授课班级的学生每期至少
谈心两次以上，并自选 1 名学生做全程跟
踪服务。

现在 ， 全校上下 都 贯彻 着一 个 宗
旨———服务，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随时
为家长 、为学生着想 ，真心帮助他们解决
遇到的一切问题。

“理念之三是‘用质量赢民心’。 ”金赤

东说，不得不承认，民办学校是弱势群体，
社会地位不高，要想赢得地位、赢得民心，
必须关注学生的教育需求 ， 树立服务观
念，努力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质量高了、
有实际的效果，社会自然也就认可。

在教学上， 安博競才修业选用师资相
当苛刻。 聘请教师时， 学校要花大量的精
力对其教学能力进行考证。 安博競才修业
对于教师的常规要求非常严格。 学校成立
了教研室，由各科教学总监负责组织经常
性的教研活动，定期检查教案，进行分析、
点评。 教师们相互听课、评课，每期除了在
课堂上全面调查学生的反馈外，还安排专
人打电话征求家长意见，确保每一个来校
参加培训的学生取得好的学习效果。

在管理上， 学校每班均配备 1～2 名班
主任进行学生管理， 全面监督出勤情况、
听课效果、纪律、作业完成情况。 班主任了
解学生，鼓励学生 ，向家长汇报孩子学习
情况，征求意见，确保学生学习效果，做到
学生满意，家长放心。

“质量是競才修业的生命，管理是競才
修业的未来。 ” 金赤东自豪地说， 如今来
到競才修业学习的每一位学生，都是自觉
自愿冲着这里的质量和管理来的。

令人敬佩和意想不到的是， 作为民办
培训学校负责人，金赤东胸怀“关注民生，
贡献社会”的理念。

春季班报名时， 他在办公室接待了一
位老娭毑。 “她孙女前几期都在这里上课，
因为家庭贫困，每科只收她 200 元，这次报
名时又找我签字。 ”

金赤东详细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孩子
父亲是残疾人，母亲出走，仅靠两老的退休
工资生活。“孩子寄宿，每次同学返校带零食
相互分着吃她就主动退出去，因为自己从来
没带东西给同学吃，非常不好意思。到现在，
女孩还背着读小学时的书包，每周在安博競
才修业上课，为省钱中午还赶回家吃饭。”细
心的金赤东发现，这个孩子由于家庭原因有
点自卑，又非常想在競才修业学习。

于是他就跟家长讲：“从现在起到高中
毕业，我这里的学费全免，想学多少门就学
多少门，节省下来的钱给孩子补充营养，中
午到我们这里吃饭免费。 另外培训期间我
会找她谈谈心 ， 帮助她树立目标发愤图
强。 ”

得知她现在成绩在班上是 20 多名，金
赤东让老娭毑回去告诉孙女 ，“如进入前
10 名，我奖励一个书包给她。 ”

老娭毑非常感动，当场老泪纵横，说：
“你是我们家的贵人，是观音菩萨。 ”

“千万别这么说，会折煞我的，我们学
校是社会的一部分 ， 也应该为社会做点
事。 ”金赤东马上说。 他回忆：“这点事对我
来说只是做了自己的本分， 对学校来讲也
就是少点收入，但家长就将我们比作菩萨，
真的是万分惭愧。我想，我们民办学校本来
就取之于民，应该更多地用之于民。 ”

如今， 给贫困生减免学费在競才修业
成为制度。 遇到贫困生不给予主动减免的
员工，会受到批评。競才修业培训学校还常
年坚持设立免费课后答疑班， 上课期间每
天晚上都有，由老师集中答疑，解决学生学
习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他们定期举办各类
免费的辅导班，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定期举
办公益讲座，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对成绩优
异学生给予奖励。

积极扶持，全面整顿
长沙市教育局：

用行动引领风气
校长金赤东：

切切实实感受到效果
师生与家长：

十
字
路
口，

何
去
何
从

本
报
记
者
王
文
隆

■ 闹中取静的学校

■ 学生在“安博競才修业”上课，开心而又专注。

■ 在“安博競才修业”，老师们一起进行
教学研讨成为常态。

■ 门庭若市的学校前台，洋溢着朝气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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