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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记者胡浩、吴振东、周畅、潘旭)
语文、数学、英语、面试技巧、仪容口才……本应恣意奔跑嬉戏
的年龄，许多孩子却被家长塞进教室接受“幼小衔接”培训。

疯狂的培训

在上海一家专为应试民办小学招生而开设的“幼升小精
英培训班”，孩子们拿着平板电脑做题，并模拟升学面试一般
回答老师的问题。在这个培训班里，最小的孩子仅有 2 岁半。

当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中班孩子的幼升小课程时，一位
姓杨的老师反问孩子此前有没有上过拼音、英语培训班。记者
回答说“没有”后，这位老师反复强调，必须抓紧了，时间不多
了，“因为已经荒废了两年”。

杨姓老师给记者介绍了一个让孩子“迎头赶上”的方案：
暑期里孩子每天来机构学习，开学后每周来两次，收费 3 万
元。按照这家机构“幼升小”孩子的知识标配，幼儿园毕业前孩
子要掌握 3000个汉字、100 以内加减法和简单的英语会话，
此外还要基本掌握汉语拼音。

在上海，幼升小、小升初，一直是家长择校的重点环节，其
中以竞相追逐知名民办中小学为主流，某些“第一梯队”民办
学校招生甚至百里挑一。

部分民办小学采取面谈方式招生。“不能告诉老师自己爱
看动画片、玩游戏，不能说自己的外号是‘小霸王’‘小淘气’，也
不能说平时父母没时间陪，都是姥姥姥爷陪着……”某“幼小
衔接”培训机构的老师反复提醒孩子们，按照事先背好的标准
答案回答老师提问，万一老师问了其他问题，也一定要说“好
的一面”。

安徽合肥一家培训机构自称“已成功开办幼小衔接教育
五年以上”，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我们会重点教宝贝怎
么表现自己，以便更好地获得老师的关注和喜欢。”

焦虑的家长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在内的
19个热点大城市幼升小就近入学率已达到 99%。既然绝大多数
小学都已实现就近入学，为何“幼小衔接”培训仍然大受追捧？

记者采访发现，部分民办小学可以通过面谈等方式选择
招生，这成为培训机构紧盯的市场。它们倡导超纲早学，培训
具有极强的应试针对性，家长也在机构营造出的“鸡血”环境
下越发焦虑。

广州李女士的孩子暑假后即将升入大班。为了明年的幼
升小，李女士已经搜集了厚厚的攻略：某某小学面试时家长和
孩子分开，会考孩子算数题、画画、跳绳、叠被子等；某某小学
面试时有三个老师，第一个老师问姓名、来自哪里，然后计算
题、英文从 1数到 10，第二个老师考看图说话，第三个老师问
父母电话号码、工作内容……“每个民办小学的要求都不同，
培训班可以有针对性地辅导孩子。”李女士说。

即使是打算就近进入公立小学，家长们也普遍担心如果

孩子“零基础”入学，会跟不上进度，遭到老师“嫌弃”，挫伤孩
子的自信心。

“小学一年级时，通常大部分学生都提前学了拼音、计算，
老师就会随着‘大部队’的进度走，一个星期就教完拼音，没学
过的孩子就跟不上了。”正在某培训班等着接孩子的曹女士认
为，即使小学可以就近入学，但孩子将来总要面临中考、高考
等选拔性考试。

“中考就是一道坎。倒在坎下的，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人
生。”北京一名 6 岁孩子的家长孙东说。

正本清源的责任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
工作的通知》明确，对于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
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的，要坚决予以禁止；小学在招生入
学中面向幼儿园组织测试等行为的，将视具体情节追究校长
和有关教师的责任。通知还强调，社会培训机构也不得以学前
班、幼小衔接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各地要结合校外培训
机构治理予以规范。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范和生认为，仅靠禁令仍
然不够。整治“幼小衔接”乱象，要看禁令是否得到了真正落
实。主管部门要走出办公室，到那些违规的小学校、幼儿园去，
到火爆的培训市场去，看一看禁令发出后的成效。工商等相关
部门也要切实负起责任，相互配合，形成监管合力。

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一方
面，要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力度，让家长们从容地为孩子选
择教育路径；另一方面，就业、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改革也应
跟上，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上小学是童年生活的自然延伸。”上海市学前教育研究
所常务副所长郭宗莉说，“如果一定要在入学前教孩子一些什
么，那么自理能力、行为习惯、社交能力、语言表达等才是关
键，而这些能力的养成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尤其需要在真
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中锻炼，靠突击、强化可能会有利于一时，
但无益于长远。”因此，郭宗莉认为，在“幼小衔接”过程中，家
长要教给孩子的不是“抢学”，而是要承担起孩子入学后一系
列适应性行为养成的教育责任。

3 岁接受面试培训，学前掌握 3000 汉字
幼升小果真需要如此“衔接”？

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8 日电(记
者柴海亮、刘诗平、任会斌)盛夏的库
布其，黄绿相宜，一片片治沙林、一个
个人工绿洲如“金镶玉翠”，在烈日下
闪耀着生命之光。

一条新修的双向四车道穿沙公
路，纵贯南北，像一条黑色的长龙伸向
远方。无人知晓这是库布其沙漠里的
第几条公路，而众人皆知往西几公里
一条窄旧的公路是第一条穿沙公路。

“谁也忘不了第一条穿沙公路！”
正在为新公路做扫尾工作的工人门肯
巴雅尔说，“没有它，沙漠里的老百姓
走不出去，脱不了贫，库布其生态也不
会有这么大变化。”

48 岁的门肯巴雅尔是内蒙古自
治区杭锦旗独贵塔拉镇的牧民，20 年
前，他曾参加了修建第一条穿沙公路
的治沙大会战。

库布其沙漠位于黄河“几”字弯南
侧，面积 1 . 86 万平方公里，横跨内蒙
古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等旗
区，为我国第七大、距北京最近的沙
漠。沙起库布其，数小时后即可扬落千
里之外的京畿。

“黄沙滚滚漫天来，白天屋里点灯
台。行人出门不见路，庄稼牧场沙里
埋……”这首歌谣，唱出了库布其沙漠
曾经的苦痛与忧伤。由于大漠阻隔，一
些村庄、牧点，几成与世隔绝的孤岛，
牧民去趟镇上，步行、骑骆驼，要走两
三天。有的孕妇难产，死在了前往医院
的路上。许多人因困苦而背井离乡。

旗里唯一的工业企业亿利集团的
前身杭锦旗盐场，距最近的火车站不
到 70公里，却被大漠阻道，外运产品
需绕行 300 多公里，吨盐运输成本增
加几十元，企业经营十分艰难。

为解决沙区群众、企业“行路难”，
保生存、促发展，20世纪 90 年代初，
杭锦旗决定修建一条穿沙公路。这是
库布其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能不
能修？10 名勘测设计人员和 1 名记者
在无数人期待的目光中，赶着毛驴闯
进了大漠。头顶烈日，脚踏热沙，忍饥
挨饿，高温使摄像机都停止了工
作…… 29 天后，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
于走出了大漠，提交了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1997 年 6 月 16 日，穿沙公路破土动工。人声鼎沸，机声
隆隆，不知沉睡了几千年的库布其沙漠苏醒了。边修路边治
沙，杭锦旗组织了 7 次万人治沙大会战，以保护新修的公路不
被流沙掩埋。

上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下到八九岁的小学生，上万人组成
治沙大军，扛树苗、铡柳条、平沙丘、打沙障……工地上人山人
海，骡马嘶鸣，号子声、马达声、刀锹声，响彻云霄。沙地上，搭
起露天大食堂，20 多人一口锅，铁锹当铲，沙坑作灶，沙子卷
进锅里，半饭半沙，人们笑称为“沙拌饭”。

“清汤挂面碗底沙，夹生米饭沙碜牙，帐篷卧听大风吼，早
晨起来脸盖沙。”回忆起当年大会战的场景，人们依然心潮澎
湃。

修路缺钱，全旗干部群众、企业纷纷解囊，群众十元、几十
元，干部几十元、几百元，共捐款 400 多万元。

历时 3 年，杭锦旗人在沙漠中打通了第一条贯通南北、畅
通内外、长 115 公里的公路，它南起杭锦旗政府所在地锡尼
镇，北抵乌拉特前旗乌拉山火车站，称锡乌公路或 S215线。

公路在延伸，绿色在铺展，大漠深处崛起了一道“绿色长
廊”。修路与治沙、治穷联结成一体，“死亡之海”由此变成了
“希望之海”。

没有奋斗，哪来的波澜壮阔？杭锦旗人为之付出了无尽的
艰辛，付出了无数的血泪与汗水，但收获的何止是一条摆脱贫
穷落后的“有形”的路？何止是一座生态财富的“金山银山”？一
个熠熠发光的不屈不挠、敢为人先、解放思想、艰苦奋斗的“穿
沙精神”，已然成为泽被后世的最大财富。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图古日格嘎查牧民乌日更达赖，是穿
沙公路修建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当年的大会战，让他学会了技
术、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观念、体悟了精神，回到家乡后，开始
大面积承包荒沙治沙造林，20 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8 万亩
治理区如今草长莺飞，年收入近 20 万元。他也因治沙被评为
全国劳模。

“穿沙公路，改变了我的生活。”51 岁的乌日更达赖说，如
果不修穿沙路，生态又不治理，全家人只能背井离乡。

像乌日更达赖一样，受益者岂止百千万。陈浒，当年的达
拉特旗蓿亥图乡乡长，看到“邻居”杭锦旗如火如荼地修建起
穿沙路，同样为库布其沙漠所困的他心想“为什么人家能修，
我们就不能修！”1998 年，达拉特旗蓿亥图乡举全乡之力修起
了一条 30公里长的穿沙公路，第二年沙区牧民人均收入为此
增加了 1000 多元，群众欢欣鼓舞。

“如果没有当年杭锦旗穿沙公路的榜样力量，我们也不会
有自己的壮举。”今年 60 岁的陈浒说，“它就是库布其人的指
路明灯，几十年过去了，它还在我们的心里发亮发光。”

今天，锡乌公路上车来车往，公路两侧，极目远望，绿色无
边。今年底，已超期服役 10 年的库布其首条穿沙公路将被新
修的穿沙公路所取代，新公路比旧公路缩短 40 余公里。

但是，精神不灭，它已犹如一座丰碑，高高地矗立在大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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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8 月 7 日电(记者周相吉、李力可、薛晨)2017
年 8 月 8 日，一场 7级地震打破了“童话世界”四川九寨沟的
宁静。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遭遇重创，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也
受到巨大影响。在九寨沟地震一周年到来之际，九寨沟景区发
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九寨沟县受灾群众生活过得如何？记者进
行了回访。

“童话世界”的浴火重生

在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进
入九寨沟景区勘查，不仅见到飞流直下的瀑布、蓝色透明的海
子，还见到因地震而形成的新地貌——— 它们已稳定下来并形
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在九寨沟原来的景点双龙海处，水流从树林漫过，在断崖
处倾泻而下，形成一个“L”形的瀑布。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处
长杜杰说，这个瀑布高 8 . 4 米，长 85 米。“震前这个瀑布掩映
在灌草丛中，规模小，鲜为人知。地震后瀑布规模扩大，形成了
新景点。”杜杰说，经过一年的观察，新的景点状态比较稳定。

这个新瀑布的形成与上游的火花海决堤有关。记者在现
场看到，火花海犹如一个下沉十几米的篮球场，蓝色的溪水缓
缓从缺口处流出。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高级工程师朱忠福说，
地震时火花海堤坝决堤，湖水冲向双龙海，冲走林下植被，形
成了如今的双龙海瀑布。“虽然原来火花海景点不存在了，但
也形成了火花海震后遗址。”如今，火花海周边，还设立了裂缝
监测仪，用于观察地质变化。

九寨沟景区 27 处世界自然遗产点除火花海外，其余景观
变化较小。记者在下季节海、诺日朗瀑布、珍珠滩瀑布以及五
花海等景点发现，秀丽景色与几年前并无二致。在五花海处，

清澈的湖水中矗立着密密麻麻的钙华。九寨沟管理局地质灾
害监测员任贵元说，在五花海湖泊中间，有几股清澈的水流从
湖底冒出，这是九寨沟的水“独步天下”的秘密之一。

“没有先例”的保护之路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进行灾后保护和恢复，全世界没有先
例。”朱忠福说，他们始终坚持“尊重自然，适度干预”的原则，
突出自然修复、生态修复。并建立了九寨沟灾后恢复重建专家
库，邀请了包括 7 名院士在内的 27 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为
景区保护与恢复出谋献策。

在诺日朗瀑布处，记者见到飞流而下的瀑布，像巨幅白色
细纱挂在悬崖上。杜杰说，地震后诺日朗瀑布上方形成一条
16 . 5 米长的裂缝，水流从裂缝漏走。“专家认为，如果不弥补
裂缝，瀑布处可能受余震和水流充实继续坍塌，并对上游的诺
日朗群海 19个湖泊及镜海造成破坏。”

今年上半年，专业人员把震损的钙华体填充到裂缝之中，
诺日朗瀑布景观也得以恢复。而在珍珠滩瀑布处，沟底还能依
稀见到碎落的钙华体，但其保护和恢复方式是“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 让大自然来修复。

对景区的保护难度还在于对地质灾害隐患的治理上。四
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二标段现场技术负责人杨进说，在地灾
治理中，由于场地狭窄，很多材料只能用吊车梯次运送，还不
能砍树，不能修施工便道。“修拦截网时，遇到树木都是把网破
开。”

今年九寨沟县遭遇的暴雨泥石流，也给灾后恢复重建带
来巨大挑战。四川华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工人熊波说，6
月 25 日，泥石流从山里直接冲出来，冲毁大量施工材料。“当

天我们坐着装载机才撤出去，第二天就有工人不干了，太危险
了。”7 月 10 日，九寨沟县再发暴雨泥石流，导致断路、断水、
断电、断信号，材料运输极其困难，严重影响了地质灾害治理
的进度。

“转型”的村民生活

以前这个季节，九寨沟景区周边早已人山人海。今年景区
关闭期间，一些村落借机“升级”，而另一些村民则临时“转型”。

漳扎镇紧邻九寨沟景区，位于镇上的九寨沟县第二人民
医院和漳扎镇小学在地震中损毁严重，如今正在重建。工地
上，原来在宾馆做厨师的徐庭风正在搬砖。工友开玩笑说他的
动作像拿锅铲挥舞。“景区关闭后，我在亲戚引荐下，到这里来
务工。”徐庭风说，他的收入跟以前比相差不大，但学到了另外
一门技术。

“在这里务工的群众，都要进行技能培训，让他们有一技
之长。”华西集团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项目经理王明鸣
说。在漳扎镇施工片区，有 30 多位贫困村民、80 多位普通群
众务工，占了施工人数的一半。在全县，参与灾后重建的当地
群众达到 6581 人次，其中贫困人口有 727 人。

在漳扎镇牙屯村，村民们之前一直依托九寨沟景区从事
旅游业。牙屯村共有 39 栋老旧藏式房屋，在九寨沟地震中受
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第一书记沙松说，目前正在根据规划，修
建新藏式木屋。要利用震后的空窗期，对整村进行提升，提高
村里的旅游接待能力。

“过去一年不平凡的经历告诉我们，梦在前方，路在脚
下。”九寨沟县委书记罗智波说，只要科学高效地继续做好灾
后重建，未来的九寨沟必将更加美丽。

灾后保护“没先例”，“童话世界”仍美丽
九寨沟地震一周年回访记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一名村民骑摩托车
行驶在锡乌公路上（7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卢烨摄

当吉仁赛马节开幕

已有 300 多年历史

▲ 8 月 8 日，参加表演的牧民旺金顿珠（右）在开幕式前介绍自己的服装。

当日中午，已有 300 多年历史的当吉仁赛马会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拉
开帷幕。公元 17 世纪，蒙古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始汗率部入藏，选中拉萨西北部的草
原牧养军马，进行军事训练。这片草原被命名为“当雄”，意为“精心挑选的牧场”。蒙
古骑兵规定每年举行一次检阅式，这便是赛马大会的缘起。新华社记者岑云鹏摄

今年以来，为治理不孝行为及不正之风，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成立由区委政法委牵
头，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扶贫
移民办等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组，开展法制
宣传和教育引导，增强群众道德观念和法律
意识。同时，在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扶贫工
作站设立举报电话，受理群众对不孝行为的
举报，对赡养纠纷实行优先受理。

袁州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欧阳琨表示，
百善孝为先，孝老爱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可现在有的子女有经济能力却拒不赡养
老人，有的子女自己住新房好房却让老人住破
房危房，有的子女对患病老人不看望、不照顾。
“为让广大群众自觉履行赡养义务，营造尊老、
爱老、敬老的浓厚氛围，我们在全区开展依法
治理不孝行为专项行动，向不孝行为说‘不’。”

该区“先礼后兵”，针对劝解无效引起的
赡养纠纷诉讼，由区政法部门优先受理、优先
审判、优先执行，并对赡养案件提供免费的法
律援助、司法救助；对情节恶劣的，依法严肃
处理；对构成犯罪的，从严从重从快追究刑事
责任。家住珠泉街道塔下路的 87 岁老人许某
英，在老伴去世后患上了老年痴呆症，3 个女
儿对她不闻不问且拒不承担看护费，经街道
干部劝说调解无效后，7 月 24 日，许某英向
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3 个
女儿承担她在敬老院的看护费用。袁州区人
民法院对这起赡养案件优先受理，将于近期
开庭审理。

该区还“拉黑”不孝人员，建立不孝行为“黑名单”制度，联
合惩治不孝行为。对明确拒绝赡养老人、不尽赡养义务、故意
拖欠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的当事人，由区法院依法判决后
纳入失信“黑名单”，向社会公开，发出限制令。据介绍，不孝行
为“黑名单”人员将不能享受信贷、教育、就业、产业奖补等优
惠政策，相关生产生活及经济活动将受到限制。 (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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