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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我市对校外培训机构的
办学行为监督管理加强。记者日前从常
州市教育局获悉，常州市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期组织
开展了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的专项督查。

重点检查疫情防控制度落实

据了解，全市有600余所经教育行
政部门审批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此
次专项督查，市和辖市区联动，市级督查
辖市区（含经开区）全覆盖，辖市区级督
查所有机构覆盖。督查内容主要包括机
构疫情防控制度落实、防疫物资配备、人
员管理、健康监测、消毒与通风等情况，
同时也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进行
督查。

“我们要求各地结合省平台现有机
构名录库，建立起本地校外培训机构名
录库。”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利用网格化管理，将名单分至基层，通过
名单对比，确保所有机构“可知可控”。

培训机构人员流动性大，根据要求，
机构对教职员工和学生查验苏康码和行
程码，并做好健康检测记录，同时强化

“三个全”——培训期间，所有师生员工
全部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与培训无关
的人员全部不得进入机构；对所有外来
物品必须全部消毒后，方可进入机构。

金坛区发出寒假期间首张处理公告

“请出示出入人员登记表、疫情防
控物资登记表、消防安全检查记录等相
关资料。”1月29日，新北区教育局、市
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局和三井街道等成
员单位组成联合督查小组，由区教育局
副局长带队，对11家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冬春季疫情防控及办学安全开展
专项督查。

在各培训机构内，督查小组对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重点关注
封闭式管理措施，培训场所、隔离室、洗
手间等重点区域消杀情况，口罩、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储备情况，并查阅了疫情防
控台账。此外，还检查了机构办学内容、
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重点关注其是否
存在超纲超前教学、消防设施设备不全、
餐饮（点心）不卫生等问题。

针对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督查
组要求各培训机构明确工作责任，制定
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施，坚持立查立
改，加快推进实施，并在整改完成后将整
改报告报送至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金坛区从2月1日起至2月4日，由

金坛区教育局牵头，联合市监、卫健等相
关部门组成多组区级督查小组对全区
280余家培训机构进行全面督查。“2月

3日，我区发出了寒假期间的首张处理
公告。”金坛区教育局职社科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在督查过程中发现两家培训机
构存在疫情防控工作未到位、人员安全
防护等方面存在不足和漏洞的情况，他
们当即责令要求两家单位即日起停业整
顿，在验收合格之前，不得进行任何形式
的线下培训。多家机构法人代表被认定
为一般失信行为。

教育局建议：理性看待，查验资质

市教育局终身教育与民办教育处相
关负责人建议，家长应该遵循教育规律，
合理安排孩子的寒假生活，理性看待孩
子参加校外培训的作用，充分预估疫情
防控风险，根据孩子特点和需求，综合权
衡，谨慎决定。

同时，在为孩子选择校外培训机构
时一定要慎重，选择具有办学资质且疫
情防控工作经有关部门验收通过的机
构。上课期间，每天对孩子及家庭成员进
行健康监测。如有发热和咳嗽等症状应
及时就医，严禁参加校外培训。第一时间
将孩子的异常情况上报给学校。

此外，家长一定要与培训机构规范
签约，仔细查看培训合同内容，其中应明
确双方权利、义务，记载内容、期限、时间
安排、金额、退费办法、违约责任和争议
解决途径等。 尤佳

我市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督查

本报讯 2月3日，2021年全省
教育工作会议以电视电话形式在南京
召开。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在
分会场参加会议。会上，常州市教育
局局长杭永宝对我市校外培训机构管
理工作经验进行交流。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我市创
新举措、坚持标本兼治，全力推进校外
培训机构健康发展，形成“一二三四”
常州模式，取得积极成效。

建立一套班子，强化统筹协调机
制。我市在校外培训机构集中整治初
期，建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各辖

市区政府和市教育局等23个部门为
成员的专项治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2020年，全市组织检查1944次，督查
机构3246家。

明确两大标准，出台《常州市校
外培训机构设置指导标准》，对申请
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经费、场
所条件等均作了明确的要求；《关于
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长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细化校外培训机构准入管理、
过程管理、管理手段，以及落实保障
措施等内容。

实施三个项目——中小学生在

线学习项目“青果在线”网上学校，为全
市60万中小学生提供课后在线学习服
务，满足个性化学习和成长需求；优秀
教师义务导学项目，为中小学生“一对
一、面对面”诊断学习问题、传授学习方
法。将中小学生课后延时服务列入市
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市324所中小
学校实施课后延时服务，在义务教育学
校中占比96.4%。

推行四条举措，设立专门投诉举报
电话、推行网格化管理、实施暗访调查、
建立黑白名单，实行动态监管机制。

（张宝林 尤佳）

常州市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经验在全省教育工作会上交流
本报讯 2月 4日，常州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和武进区雪堰
镇团委共同发起“情暖青春”关爱
行动，走访慰问“留常过年”的外地
大学生（如图）。

受疫情防控影响，常州机电学
院有10余名来自贵州、山西等外省
大学生，在寒假后选择留守常州，继
续学习或者兼职工作。为此，两地
团委精心准备了米、油、春联等“新
春礼包”，代表学校和武进区团组织
为青年学生送去新春祝福。

大二学生小韦来自贵州三都水
族自治县一个偏远乡村，因为家庭
贫困，每年寒假都会打零工，这是他
连续第二年一个人在常州过年。接
到学校老师前来的消息后，他特地
向公司请了半天假。“看到学校老
师，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小韦激
动地说道，“一个人在外地过年确实
有些难过，但回家路费很贵，打工也
不方便，留在这里能为家里减少一
些负担”。

大三的史同学来自山西高平，
同样为建档贫困生。寒假起初，因
受邻省疫情影响，为避免接触风险
地区和隔离观察，他选择留在常

州。“我报名了专转本考试，留在常
州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备考”。
他对两地团委的慰问表示感谢：“在
常州学习生活了三年，今年第一次
感受一下这里的过年氛围，很开心，
也非常感谢学校送来的‘年货’”。

小邓来自四川宜宾，父母在雪
堰镇一家企业工作。寒假后，他积
极响应“就地过年”政策，劝说父母
一起留常过年。“我是一名预备党
员，凡事要发挥党员带头模范作用，
维护党员形象，家人都很支持我的
决定。”小邓说到。

雪堰镇团委书记曹琳娇为选择
“留常过年”的同学们点赞，她勉励
青年学生们共克时艰，在防控疫情
战斗中展现先进性，为党的百年华
诞献礼。

据悉，今年春节期间，两地团
委将对因防疫要求无法回家的风
险地区学生、贫困生持续开展走访
慰问等多种形式的关爱行动。“我
们将切实为留常大学生解决实际
困难，把团组织的关爱与温暖传递
给青年学生们。”机电学院分团委
书记解峰说。

（尤佳 陈翼图文报道）

常州机电学院联合武进区雪堰镇

慰问“留常过年”大学生

“爸爸妈妈，我在学校挺好的，老师
和阿姨都很关心我，在这儿生活也很方
便，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
己，你们也要做好防护，支持疫情防控
工作。”江苏理工学院大一新生王冰洁
的老家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为中风
险地区。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所有
外来人员禁止入市，而王冰洁的亲戚也
多集中在南宫市或石家庄，无地可以投
奔，这个假期，她只能留校。

“今年国庆节就没有回家，原本打
算寒假回家的，但是因为疫情防控，现
在也回不去了。”王冰洁表示，要说不想
家那肯定是假的，“不过疫情防控是每
个人的事，必须配合。”她告诉记者，虽
然这个假期只有自己一个人呆在宿舍，
但是整个假期要做的事，她都安排得满
满当当。“放假前，我就买了很多书，打
算在学校看看书、充充电，再上上网、追
追剧。我们宿舍的同学也轮流每天通
过网络陪我聊天，时间过得还是很快
的。”

每天与妈妈视频通话也是王冰洁
假期生活的固定内容之一。她平日与
爸爸妈妈的关系很亲，“从小，他们就给
了我一个很有爱的环境，给我无限的温
暖和鼓励。所以这次过年不能和父母
团聚，爸爸妈妈还是很想我的。”如今，
爸爸作为志愿者，正在防控一线工作，
家中只有妈妈一人，王冰洁每天的通话
内容除了汇报自己一天的生活起居，还
有宽慰妈妈。“我们会一起商量等疫情
过去了，一家子要做些什么，去哪里玩，

哪里吃，说到这些我俩都会不自觉地乐
起来。”

虽然独自一人留在学校过年，但
是王冰洁并不感到孤单，学校将她的

生活也安排得很周到——让她入住研
究生楼，楼内一直有留校值班的宿管
阿姨，热水和网络也 24小时提供，一
日三餐都可以在食堂解决。“老师和阿

姨时不时给我送些牛奶还有水果，我
们的辅导员李立辉老师还邀请我去他
家做客，亲自下厨为我烧了顿饭。”王
冰洁告诉记者，学院副书记杨惠在刚
放假时，就已经和她约定好，年三十去
她家一起过年吃年夜饭，“书记邀请我
尝尝地道的常州菜，体验一下常州过
年的习俗，我还蛮期待的。”

2月5日，常州大学的校领导们为
滞留在校的两名黑龙江籍学生送去了

“新年礼物”——200元的红包、电话充
值卡、爱心防疫包和坚果礼盒等。

受当地疫情防控影响，该校体育学
院两名学生今年只能留在学校过年。

“虽然是人生第一次春节不回家，但学
校贴心的举措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大
三学生刘渤汶表示，两人的假期留校生
活没有因为放假而受到任何影响，宿
舍、食堂还有运动场都正常开放，“一些
值班的老师还会经常约我们来打篮
球。”为了让学生们在校也能感受过年
气氛，学校食堂还将在大年夜和年初一
提供悉心准备的“年夜饭”，饭菜比以往
更为丰富，留校学生可以免费用餐。

尤佳 许琳 包海霞/文 朱臻/摄

河北籍、黑龙江籍在常大学生留校过年

学校贴心举措让学生暖心

本报讯 日前，2020 年江苏省智
慧校园审核认定工作结束，经网络审
核、现场答辩和省教育厅厅务会研究，
全省共有2303所中小学、36所高校被
认定为江苏省智慧校园。其中，常州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外国语学校、常
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常州市新北区新
桥第二实验小学和溧阳市外国语小学
5所学校被评为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
校。此外，还有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和建东职
业技术学院3所高职校、27所小学、34
所初中和5所高中被评为2020年江苏
省智慧校园。

据悉，我省从2018年起，在全省中
小学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智慧校园围绕
智慧环境、数字资源、信息素养、融合创
新、支撑保障、特色发展6个方面开展建
设，为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提供
优质的信息化环境和资源服务，提高学

生信息素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提升育人
水平。

近年来，常州市教育局高度重视
教育信息化建设。截至去年 8月，我
市有首批省智慧校园小学 140所、初
中45所、高中19所；省智慧校园示范
校2所小学、1所高中、2所高校。同时
被教育部确定为“基于教学改革、融合
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

打造网络特色学习社区，带动全市学
校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水平的整体提
升。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示
范校将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总结
建设成果，提炼发展范式，推广成功经
验。以智慧校园建设引领学校教育教
学方式变革、提升区域教育信息化发
展水平，为推进全省教育信息化建设
发挥更大作用。

（尤佳）

69所学校同时成为省智慧校园

我市又有5所学校被评为省智慧校园示范校

本报讯 1月30日，常州市潞
城小学与局前街小学合作办学签
约，由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教育集团
吸纳潞城小学为其成员单位。

双方签约后，局前街小学将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和集团办学经验，
结合潞城小学发展现状和特点，搭
建管理团队、教师发展、学生活动、
学科教研等交流平台，开展深层次、
全方位、多角度的合作。

潞城小学始建于 1928 年，
2001年异地新建。学校现有36个
教学班，学生1604人。先后获评江

苏省科技教育特色学校、江苏省和
谐文明学校、江苏省平安学校、常州
市德育先进学校、常州市艺术特色
学校、常州市书法特色学校等。

据了解，经开区自成立以来，积
极引进常州外国语学校、局前街小
学等市级优质资源，与市教育局、市
教科院开展教育合作，加快市区教
育一体化发展。力争通过三年时
间，打造资源布局合理、内涵发展厚
重、办学水平过硬的教育强区，切实
增强区域教育竞争力。

（经开宣 杨曌）

局前街小学教育集团再添新成员

潞城小学签约合作办学

辅导员邀请王冰洁去家中做客

本报讯 在就地过年成为今年
春节的趋势后，如何丰富留常过年
学生的假期生活？日前，丽华二小
党支部利用“线下快乐志愿星课
堂”，带领辖区内留常过年的外地
职工子女领略博大精深的书法艺
术（如图）。

书法微课堂上，丰富的视频、生
动的讲述，让孩子们了解了书法的
历史渊源和五种书体特征。孩子们
随后走进书画室，书法社团的辅导
老师、社员以及社区的资深书法大
师们现场执笔书写，老少青书法爱
好者齐亮相。笔走龙蛇间一张张充
满喜气的“福”挂满了墙，让现场观
摩的学生羡慕不已，他们个个跃跃
欲试。现场教学中，书法家们手把
手地教孩子们如何执笔，如何书写，

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书写的乐趣。最
后，小小书法家们在社工带领下，给
独居老人送“福”，一颗颗稚子童心
在关爱中熠熠发光。

此次星课堂将老师的课堂教学
和学生的参与体验有机结合，学校
书法社团成员和社区书法家有机结
合，线下活动与献爱心活动有机结
合，是一次很好的校社共享有效探
索。丽华二小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学校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
价值时，该校党支部起到了领头雁
的作用。“关心服务留在常州过年的
务工人员子女，发挥党员教师一技
之长，以慧心、耐心和爱心去点燃学
生对书法的兴趣，涵养学生高尚之
品。”

（牟凌霞 尤佳图文报道）

丽华二小党支部快乐志愿星课堂

关爱留常过年外地职工子女

新北区专项督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