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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7家辅导班仅2家有办学资质
暑期辅导机构鱼龙混杂，安全隐患多，家长热盼公示正规办学名单
文/片 本报记者 杨青 见习记者 邵芳

辅导机构抢生源

学校门前200米被包围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滨城区
黄河一路的逸夫小学，学校大门
附近悬挂着各种辅导机构的宣
传条幅、彩旗，虽然距离放学时
间还很早，已经有两家辅导机构
占好有利位置搭起棚子、摊位等
待。随着中午放学时间的临近，
越来越多的辅导机构来到校门
前“安营扎寨”，一家英语辅导机
构甚至请来几位外国人宣传招
生。

学校门卫告诉记者：“校门
口不让摆摊，可这些人就是不
听，在这都快两星期了，根本管
不了。”学校一位老师向记者反
映，由于暑假临近，各种辅导班
也活跃起来，纷纷在小学旁设置
招生点，一到放学时间传单发得
满天飞，家长、学生走后留下一
地的广告纸。

放学时间，记者在学校门前
站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接到
7家辅导机构的宣传单，有辅导
文化课的，还有教书法、舞蹈、乐
器的。在和一些家长的聊天中，
记者了解到很多家长是有给孩
子报辅导班的打算，但是面对如
此多的辅导机构他们分不清楚
究竟哪一家才值得信赖。“社会
上的辅导机构太多、太乱，孩子
能不能真的学到东西还是小事，
万一出现安全问题那可怎办？”
一位家长心里直犯嘀咕。

部分辅导班师资不明

教学设施存安全隐患

记者在学校周围随机采访
了几家辅导机构，当问到师资方
面，他们多表示机构是聘请了拥
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重点学校的
在职老师，然而当问具体学校或
者教师名字时，他们又都含糊不
清。

在一家山大金桥教育辅导
机构招生摊位前，记者询问：“你
们和山东大学是有关系吗？”“是
的，我们是和山大联合办班，有
山大的教授来授课。还会帮助孩
子上山大。”“可孩子刚上小学怎
么上山大？山大的教授来教小学
生什么呢？”“什么都能教。”“这
个 暑 假 山 大 的 老 师 会 来 教 课
吗？”“应该会来吧，我只是负责
招生，其他不清楚。”

按照几家辅导机构宣传单
上的地址，记者找到几家辅导

机构，发现他们多在比较隐蔽
的地方，一般很难找到。记者在
一个胡同里看到一座年久的二
层 小 楼 ，顺 着 一 个 只 有 1 米 多
宽、黑洞洞的楼梯走上二楼终
于找到了一家叫作天天教育的
辅导机构。一间只有 3 0 多平米
的房间里摆满了课桌椅，房间
前有一块黑板和一台电脑。屋
里没有看到悬挂办学许可证和
消防设施。负责人告诉记者，宣
传的“辅导机构”只不过是她和
几个在职的老师临时办的辅导
班。

在另一家辅导机构，当谈及办
学许可证的事时，负责人说：“我们
的辅导机构今年刚成立，老总刚拿
到办学许可证还没寄过来，以后我
们会在显眼的位置挂上。”记者随
后按广告单上的地址找一家辅导

机构时，却意外地找到了另一家辅
导机构，当询问前家机构去向时，
负责人只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搬
家了，搬哪就不知道了。”

办辅导班需多部门审批

区教育局证实多数违规办学

滨城区教育局分管此项工
作的于科长告诉记者，正规的
辅导机构都要经过消防验收，
有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办学
登记证以及税务部门颁发的税
务登记证，且证件都应挂在机
构显眼位置。“目前滨城区颁发
了办学许可证的社会培训机构
包括部门幼儿园在内一共3 0多
所，单纯的文化课辅导机构仅
1 0家左右。”于科长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拿出收到的 7 家辅导

机构的宣传单进行核实，发现
其中仅2家有办学资质。

“辅导机构的查处，需要公
安、法院、物价、民政等多部门的
综合执法，教育局并无权关闭辅
导机构。”于科长解释，“违规的
辅导机构多比较隐蔽，很难发
现，所以目前还是需要靠市民举
报为主要的监管途径。”

一位辅导机构业内人士介
绍：“现在市场上的辅导机构鱼
龙混杂，最突出的是安全和师资
的问题。很多短期的辅导班都在
外面租房，根本没有消防通道和
消防设施，家长在选择前最好去
校舍实地看看。其次很多辅导机
构打着‘名师’的旗号来吸引学
生，而所谓的‘名师’有的是还没
毕业的大学生。家长最好看一下
老师的教师资格证。”

暑假临近，为了让孩子在
假期也能有所学，给孩子报个
辅导班成为越来越多家长的
选择，而社会上名目繁多的辅
导机构却让家长们挑花了眼。
究竟哪些辅导机构才真有办
学资质？孩子在哪儿才能保证
安全，真的学到东西？面对手
中一摞辅导机构宣传单，不知
该做何选择的家长们热切盼
望能有一份正规辅导机构的
名单。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王忠
才通讯员 刘苗 宗帅) 本想
去树林里看看树木长势，不料没
有停稳的电动车滑进了旁边的
水库里，路过此地的民警了解情
况后将电动车从4米深的水库里
拖了伤来。

6月27日上午，青阳派出所
警务区民警在辖区内巡逻至青
阳村芽庄湖畔时，发现路边有一
位皮肤黝黑、身着红色上衣、六

十岁左右的妇女正在路边哭泣，
民警走上前去询问。老人焦急地
一边抹眼泪一边讲述情况，她是
青阳村村民刘建军的母亲，家里
在芽庄湖岸边种了很多杨树，今
天上午想到湖边看看杨树长势
情况，来到湖边刚把电动三轮车
停下，想到前面看树时，由于三
轮车没有停稳，一下滑到了池塘
里。“俺赶紧跑上前去抓，两脚踩
到了淤泥里，害怕掉到池塘里面

便又爬上了岸。”
老人称，这辆电车三千多

元，是她和老伴出门时重要的交
通工具。民警上前看了看池塘边
的地形，周围坡度很大，两边杂
草丛生，水也较深，有些地方泥
土松软，踩不好就会陷进去。但
是遇到这事就得管，几位民警手
牵着手，手搂着树，民警王怀奇
找来了一根粗树枝，先把电动三
轮车想方设法拨到岸边，等到能

碰到电车时，便牢牢地抓住了电
动三轮车的尾部，使尽浑身力气
向上拖，一不小心踩滑了，池塘
边的树枝将王怀奇的胳膊划了
一道长长的口子，经过两个小时
的打捞，大家终于将在池塘里的
电动三轮车拖上了岸。

看着浑身赃兮兮的民警们
脸上的汗珠还在不停往下流，老
人激动地抓住民警的手一个劲
儿说谢谢。

老人电动车掉池塘 民警奋力齐帮忙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刘涛 通

讯员 刘滨) 27日上午，高速公路上
一半挂车司机由于天气太热，在一座跨
线桥下乘凉，结果被处以200元，记6分
的处罚，滨州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
人：高速公路主线不能随意停车，有意
外情况发生应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内，并
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6月27日上午，滨州高速交警一大
队民警巡逻至G18荣乌高速与G25长深
高速邓王立交处时，发现一辆满载货物
的半挂车停在立交跨线桥底下的应急
车道内，其车后没摆放任何安全设施。
巡逻民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原来由于
天气太热，驾驶人王某感觉有些疲惫，
正好发现此处有一座跨线桥，可以遮阴
乘凉，于是便将车停在了桥下的阴影
处，想休息一下再走，根本没在意随意
停车的危险性。

随后执勤民警将车辆引导至鲁北
收费站广场，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
育，并做出了罚款200元，记6分的处罚，
王某后悔不已。滨州高速交警提醒广大
驾驶人：高速公路主线不能随意停车，
有意外情况发生应将车停在应急车道
内，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150

处放置三角警示牌。另外，夏季天热，高
速公路行车易引起驾驶人疲劳或烦躁，
出现此种情况，应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
休息，千万不可贪图一时的方便，随意
停车乘凉。

山羊“贪玩”迷了路，可吓坏了主人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刘苗 宗帅) 6
月20日晚，青阳镇东窝村村民
刘淑兰焦急地跑到青阳派出所
报警称，2 0日下午，她在东窝
陀村山峪里放羊时，31只山羊
中的21只老山羊不见了，希望
民警们帮忙寻找。

6月20日下午3点左右，东
窝陀村村民刘淑兰赶着 3 1只

山羊到村东会仙山山峪里放羊
时，前面的21只老山羊跑得较
快，后面的10只小山羊跑得较
慢，一会便脱离了羊群。5点左
右等刘淑兰和 1 0只小山羊到
达会仙山山峪时，却没有看到
21只老山羊。刘淑兰在山上漫
无目地找了 2个多小时、来回
转了十几圈也不见老山羊，便
急匆匆地跑到青阳派出所报了

警。
据 了 解 ，2 1 只 山 羊 价 值

1 2 0 0 0余元，看着以羊为生的
群众心急如焚，指导员刘卓立
即组织人员调查。青阳派出所
七名工作人员赶到了青阳镇东
窝陀村会仙山桃花山峪，穿过
草丛、拨开荆棘，打着手电筒
一路寻找，民警娄在增一不小
心踩到了石块上，重重地摔了

一跤，擦破了双手，摔青了膝
盖……可群众的羊群还是毫无
下落。

正在民警一路找寻时，东
窝陀村村民赵发吃完饭去山大
坝乘凉，发现一群山羊正沿着
山路往下走，后面也没有人主
人跟着，赶紧拨打了民警联系
电话，大家连夜一起将21只山
羊赶回了赵淑兰家的羊圈。

滨城区逸夫小学校门附近各种辅导机构在宣传。 本报记者 杨青 摄

居然将车停在

应急车道上乘凉
司机被罚款200元，扣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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