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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聘用在职教师 须公示退费办法

我省出台实施方案
规范校外线上培训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昨日，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河南省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方案》，为校外线上培训戴上“紧箍
咒”。今后，在我省范围内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校外线上培训活
动，均需到省教育厅备案审查，全省将建立日常检查抽查制度，及时更新
发布校外线上培训“黑白名单”。

校外线上培训将建立“黑白名单”

根据《实施方案》，在我省范围内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校外线
上培训活动，其主办机构、培训内容、培训人员纳入备案管理范围，需到
省教育厅进行备案审查。其中，学科类指的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
学、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素质教育（音乐、舞蹈、美术等）类的校外线
上培训，以及教育部门组织推进的直播课堂、同步课堂、名师课堂、名校
网络课堂等课堂教学、课后学习不纳入此范围。对符合条件和规定的校
外线上培训机构，省教育厅将予以备案并公示公布，同时在全国校外线
上培训管理服务平台上列入“白名单”，运用“互联网+监管”的手段，建立
日常检查抽查制度，及时更新发布校外线上培训“黑白名单”。

年底前完成全省排查，整改不到位下架关闭

根据安排，今年年底前，河南将完成对全省校外线上培训及机构的备
案排查；2020年 12月底前基本建立全省统一、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监管
体系，基本形成政府科学监管、培训有序开展、学生自主选择的格局。

《实施方案》提出，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教育行政部门将联合网
信、通信管理、公安、广电、“扫黄打非”等部门完成对住所地在我省的校
外线上培训机构的全面排查。对存在问题的线上培训机构督促其全面
整改，对逾期未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将予以
查处，并视情节暂停或停止培训平台运营、下架培训应用、关闭微信公众
号（小程序）、依法进行经济处罚等。

每节课不得超过40分钟，直播类最迟21：00结束

我省规定，校外线上培训机构课程设置应当符合中小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和认知能力，学科类课程培训内容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与
学生个体能力相适应，不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培训内容和培训
数据信息须留存1年以上，其中直播教学的影像须留存至少6个月。

《实施方案》特别强调，校外线上培训应当合理设置课程培训时长，
每节课持续时间不得超过4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另外，校外
线上直播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面向境内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的直播类培训活动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值得一提的是，
《实施方案》还明确，校外线上培训平台应当具备护眼功能和家长监管功
能，面向小学1~2年级的培训不得留作业。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须公示退费办法

根据《实施方案》，学科类培训教师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教师资
格，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聘用外籍人员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校外
线上培训机构要在培训平台和课程界面的显著位置公示培训人员姓名、照
片和教师资格证等信息，公示外籍培训人员的学习、工作和教学经历。

报课容易退费难，是广大家长经常遭遇的难题。对此，《实施方案》
也有明确规定。我省要求，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必须将收费项目、标准和
退费办法在平台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且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
致。另外，按课时收费的，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按培
训周期收费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西区市民买菜更方便了
中原区新添一家农贸市场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李晓磊）家住淮河西路附近的市民买菜更
方便了。记者昨日从市市场发展中心中原市场分中心了解到，位于淮河
西路与昆仑路交叉路口的淮河西路农贸市场已建成投用。

据了解，该市场建筑面积达近 4000平方米，经营业态以农贸产品为
主，食品、百货、餐饮为辅，可服务周边居民约3万人。

按照相关农贸市场建设标准，该市场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将水果区设
在市场靠近主入口处，水产海鲜区设在易于通风处；活禽区采用售卖室、
屠宰室、活禽展示室、顾客等待厅“三室一厅”设计，内部安装有空调和排
风系统。该市场还建有智慧农贸技术支持系统，每个经营摊位上方都悬
挂一个小型LED显示屏，店主信息、货品溯源、价格变动均可随时查询。

郑州至河内货运航线开通
途经合肥 每周计划执行4班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赵冬）本土货运航空中原龙浩航空增添新
航线，郑州经合肥至河内货运航线首航成功。29日 11时 58分，中原龙浩
航空有限公司 GI4113航班从郑州机场起飞，执行郑州经合肥至河内货
运航线，机型为B737-400全货机，最大业载15吨，每周计划执行4班。

中原龙浩是一家全货运航空公司，主要从事国际定期、包机空运服
务，服务种类涵盖普货与各种特殊、特种货物。目前该航空公司拥有6架
B-737全货机，已经开通了17条国内及地区货运航线。

该航线的开通大大提升了河南到东南亚人口密集地区航空货运的运
输效率。近期，中原龙浩航空还将计划开通郑州经济南至大阪货运航线，
进一步完善郑州至亚洲区的货运航线网络，满足跨境电商企业出口及生
鲜冷链贸易企业进口的市场需求。中原龙浩航空亚洲区货运航线网络与
卢货航欧美等洲际货运航线网络的有效衔接，持续提升了郑州机场的国
际货运中转能力。

我市开展集中整治提升专项行动

首日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19820起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宋耀峰 张二朋）昨日是交通违法集中
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第一天，记者从市交警支队获悉，交警共计查处各
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19820起。

行人以及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一直是交通治理当中的重点，交通
违法集中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首日，郑州交警在全市各重点区域利用

“三教育一采集”工作法，对非机动车及行人纠违8142起。其中针对非机
动车违法载人开展专项治理，查处违法行为 1606起。针对行人翻越（穿
越）道路隔离设施开展专项治理，查处违法行为 316起，全部予以罚款和
惩戒性加时长体验执勤教育。

针对各类重点车辆以及机动车突出违法行为，交警加大查处力度，昨
日，郑州交警现场查处各类重点车辆和突出违法行为共计11678起，其中
查处“七类车”204辆，暂扣 37辆；渣土车 1172辆，水泥罐车 332辆，出租
车95辆。查处“一让”“两牌”“两闯”“三驾”“五乱”共11488起。

遇见汉字的“前世今生”
选手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和安阳殷墟

“龙门石窟，我来了！”昨日上午，
来郑州参加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
中学生中文比赛的部分师生来到洛
阳龙门石窟、洛阳博物馆参观。13朝
古都沉淀下的千年文明深深吸引着
大家，精美的文物，丰富的解说，带领
大家穿越回历史，领略一幕幕辉煌与
灿烂。

走进龙门石窟，东西两座青山对
峙而立，横亘其间的伊水碧波悠悠，大
家被优美的景色吸引，讲解员吟出“所
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句，引得对诗
词感兴趣的选手赶紧请教身边的领队
教师。

继续前行，石壁上出现了成百上
千个石窟，石窟里面有着大小不同的
佛像，神色各不相同。移步换景间，
大家来到了龙门石窟中建造规模最
为宏大的建筑卢舍那摩崖型群雕前，
拾阶而上，瞻仰凝视，大家纷纷惊叹
于建筑的雄伟，雕刻的传神，无论站
在哪个角度，卢舍那大佛微笑的面容
都让人感到如沐春风。

巴西小伙儿刘梦霖拿出印有卢舍
那全景的门票与卢舍那大佛合影。

“非常震撼，无法用语言描述，我
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观。”刘梦霖
说，学习汉语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
界，他喜欢中国，感谢“汉语桥”给了他
这样的机会，今后他会努力提高汉语
水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途中，选手队伍与洛阳西工区第
二外国语小学二年级的游学队伍相
遇，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吸引了选手
们的注意，他们用汉语和这些七八岁
的孩子交流、互动、合影，其乐融融。

来自多米尼亚的谢文迪迫不及待
地向小学生们介绍自己的国家。她的
汉语水平之高引得孩子们啧啧称奇。

休息间歇，来自冰岛的选手思佳
用汉语和旁边的两位老年游客聊天，

聊到兴奋时，母语、汉语、英语外加肢体姿势，忙得不亦乐
乎。嘴甜的她“爷爷奶奶”叫着，不一会儿就吃上了奶奶
递过来的苹果。

当日下午，大家来到洛阳博物馆详细参观了河洛文
明展。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时期、仰韶
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 虽然大多数选手对这些名
词并不熟悉，但象牙、恐龙蛋、水龟、树木的化石，吸引着
他们的目光。

选手韦丽娅停留在河图洛书电子屏前投入地阅读起
来。“我知道阴阳，对这个学说很感兴趣，但还看不懂这些
介绍。”她指着屏幕上的八卦图说，“太神奇了，我想学好汉
语了解它们。”

从刀耕火种的石制工具，到青铜器的辉煌，再到院
落、作坊，灶、井，百花灯、百戏俑等陶器生动形象地再现
汉人的生活；从比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早 1200 年的
大运河，到历经千年依然光泽不减的唐三彩，丰富的馆
藏文物让选手们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对河洛文明发展演
变的时代脉络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文 丁友明 图

一朝步入画卷 一日梦回千年
选手邂逅千年古都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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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博物馆
遇见汉字的“前世今生”

当天上午，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选手们的游
学之旅首先到达位于安阳市的中国文字博物馆。

“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是现代汉字的前
身，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古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
域楔形文字等古老文字早已不再使用，唯有甲骨文
穿越时空，沿用至今。

从远古刻画符号起源，到甲骨文、金文、小篆、
隶书到现行的楷书、行书、草书，以及目前最广泛的
简化汉字，在讲解员的解说下，选手们仿佛进行了
一场有关汉字的“时空之旅”，邂逅了汉字的“前世
今生”。

一幕幕展厅，一片片甲骨，一行行文字，都深深
吸引着这群热爱汉语的孩子们，大家认真地听着讲
解，仔细观看每一件文物，增长了很多有关汉语的
知识。

“我觉得这个博物馆非常有意思，让我更加
了 解 了 汉 字 的 起 源 和 发 展 。 汉 语 真 是 太 美 妙
了！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它。”阿富汗的选
手马云在参观完博物馆后，兴奋地对记者说。

殷墟遗址
选手们亲身感受殷商文明

下午，选手们来到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景区，实
地参观著名的甲骨文发掘地，感受几千年前的殷商
文明和厚重的中国文化。

殷墟，是中国商朝后期都城遗址，因发掘甲骨文
而闻名于世。在殷墟博物馆内，选手们纷纷为保存
完好的文物过程赞叹。馆内的出土文物包括青铜
器、陶器、玉器等，吸引着这群远道而来的选手们，大
家仔细聆听讲解员的讲解，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

走出博物馆，经过车马坑遗址，大家纷纷拍照
留念。最后，选手们来到殷墟妇好墓，是一座殷代
王室墓，参考甲骨卜辞中的有关记载，妇好是殷王
武丁的配偶，是华夏最早的巾帼英雄。墓中出土了
大量玉器、石器等文物，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的
选手们看得津津有味，流连忘返。

来自莱索托的选手夏天一直紧跟讲解员的脚
步，仔细聆听着每一个文物的讲解。“我对中国的历
史和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的收获非常大，我也更加
热爱汉语和中国了！”夏天对记者说。

郑报全媒体记者 翟宝宽 文 廖谦 图

昨日，第十二届“汉
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
比赛选手的游学之旅来
到安阳，选手们先后参
观了中国文字博物馆和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景
区，通过实地亲身感受，
他们对中国汉字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领
略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大家纷纷表示不
虚此行。

时下的开封，秋风
送爽，菊花绽放，大街
小巷弥漫着菊花的清
香，正是游玩的好时
节。昨日，第十二届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选手的游学
之旅“一路芬芳到汴
梁”，在清明上河园中
邂逅了千年古都的风
光与韵味。

“汉语桥”洲际晋级赛举行

五大洲冠军脱颖而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张

华）昨日，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
生中文比赛的洲际晋级赛举行，经过激
烈“拼杀”，5名“中国通”从15强选手中
脱颖而出，获得五大洲冠军。

“琴棋书画”的棋指的是什么棋？
“阳关大道”指通往哪里的道路？中国
古代要求人需要学会的“礼、乐、射、御、
书、数”中的“御”指的是什么？

赛场上，面对各种“刁钻”的题目，
选手们凭借实力过关斩将，展示出娴熟
的汉语语言技能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
理解，他们在文化的碰撞中不断成长，
在观众的热情欢呼中绽放青春。

据介绍，洲际晋级赛实行积分制，
15强选手按洲别分成五组登台，每组3
人。本场比赛分三轮，共设60道题目，
每轮比赛中，所有题目由3名选手统一
作答，五组选手全部答完一轮比赛后再
进入下一轮比赛。这意味着每名选手
需要接受三轮答题、12道题目的考验，
最终选出各组（洲）积分第一名晋级总
决赛。

晋级赛题目共分为 3大类，第一轮
是中国传统文化题，第二轮为当代生活
场景题，第三轮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成就
题。主要考察选手汉字基础知识运用
能力，对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的了

解程度。其中，所有视频类题目均为
“汉语桥”选手在华期间参观学习中涉
及的知识点。

由于选手们实力相当，竞争异常激
烈，三轮比赛后依然难分伯仲。最终，
经过一轮加时赛，本场大赛产生5名晋
级选手，成为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
学生中文比赛五大洲冠军。

大洋洲组冠军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赵嘉儒，美洲组冠军是来自美国的秋
玫瑰，非洲组冠军是来自尼日利亚的
顾思源，欧洲组冠军是来自意大利的
郑彦柯，亚洲组冠军来自印度尼西亚
的刘陈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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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走进龙门石窟

全景式演出 让选手直呼过瘾

《岳飞枪挑小梁王》是清明上河园的重头戏，开
场前 20分钟，校场周围已经坐满了观众。岳飞是
中国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事迹可以说家喻户晓、
老幼皆知，而让岳飞踏上这条传奇之路的，便是这
场岳飞枪挑小梁王，让他在武举考试中一举夺冠。

“北宋末年，金国大举入侵，各地变乱蜂起。内
忧外患之下……”校场上，战火硝烟让人梦回千年前
的宏大古战场，演员着戏服御马进场，马术娴熟精
湛，马上功夫了得，只见演员身子往后一躺便躲过一
刀，拿枪一挑盾牌落地，搏杀打斗激烈，场面扣人心
弦，观众席中不时发出惊呼。战马、扬沙、炮战、飞箭
…全景式的表演引得“汉语桥”选手们拍掌叫好。

“这跟我之前在电视里看到的一样。”来自美国
的马牧云激动地说道，“我当时坐在第一排，那箭就
在我面前落下，太刺激了！”

穿宋装接香囊 选手梦回千年

清明上河园是根据宋朝著名画家张择端的匠

心巨画——《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于 1998年建成，
再现了东京汴梁曾经的繁华胜景，斗鸡、木版刻画、
马车、布袋木偶等带有着浓郁宋朝民俗风情的表
演，无一不展示着开封丰厚的历史文化。绕着汴河

游走，水中停靠着大大小小的古船，河边垂柳依依，

各类古风建筑密布。古街上，粉妆宋服的人向你翩

翩走来，街头艺人沿街叫喊，让人“一朝步入画卷，

一日梦回千年”。

景点还为游客免费提供了上万套宋装，供游

客穿宋装赏菊花，更深入地去感受菊香宋韵。来

自德国的马安娜精心挑选了一身淡粉的衣服，身

着飘逸的汉服荡着秋千，迎面的风吹得衣袖翩翩，

裙摆飞舞，别有一番风味。“我很喜欢这身衣服，我

觉得它特别漂亮！”马安娜开心地说道。

“你媳妇呢？”一群人围着来自布隆迪的丹尼

打趣道，原来是在“王员外招婿”的表演，丹尼抢

到了“王小姐”从楼上抛下的香囊，今年刚上高三

的丹尼手捧香囊开朗地笑道：“这个太有趣了，以

前只在电视上见到过，没想到这次自己成了‘新

郎官’！”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文 周甬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