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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自默获联合国

文化艺术特别成就奖

本报讯

(

记者 王超群

) 日前，

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在

京举行颁奖典礼，为崔自默颁发“文

化艺术特别成就奖”。 崔自默供职于

中国艺术研究院，近年来致力于民族

艺术的保护、研究与国际传播。

一所乡镇幼儿园的安全细节———

“对不起，孩子不能让你接走！”

■

本报记者 李益众

日前， 记者在四川省宜宾县永

兴镇中心幼儿园采访园长柏少琼时，

突然， 一位青年男子急匆匆地走过

来打断了采访。 他对柏少琼说：

“你一定要为我作证， 是徐红阳的爸

爸委托我来接他的。”

柏少琼带着青年男子来到徐红

阳所在的班级， 跟负责放学的毛作

英老师说： “这个人我认得， 是徐

红阳的爸爸委托他来的。 几天前，

他们专门来跟我说清楚了的。” 然

后， 那位青年男子带着一个男孩离

开了幼儿园。

原来， 当天毛作英临时顶替柏

少琼负责中班的放学工作。 当看见

不认识的人要接走徐红阳时， 毛作

英问徐红阳： “你是咋个称呼他

的？” 孩子半天不说话， 老师问了几

次他才腼腆地回答说： “不晓得。”

于是， 警惕性极高的毛作英起了疑

心， 对青年男子说： “对不起， 这

个孩子不能让你接走！”

当时在场的宜宾县教育局教育

股股长刘自扬说： “你们的老师警

惕性高， 这才是对孩子安全负责的

态度。”

“我在这所幼儿园干了14年了， 从未

出过安全事故， 家长们都很放心。” 柏少

琼说， 为了确保接送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他们为每个孩子制作了一张接送卡。 早

上入园时， 家长亲自将孩子交给老师，

并把接送卡领走； 下午放学时， 家长持

接送卡接孩子， 把卡交给老师， 才能将

孩子领走。

幼儿园在接送卡上还花了不少心思。

“你看， 这张卡上只有孩子的名字， 没有

孩子的照片， 也没有显示孩子所在的班

级。” 柏少琼手拿一张红色接送卡， 对记

者解释说， “如果卡上有照片和班级，

家长不小心把卡弄丢了， 被坏人捡到，

他就有可能利用这张卡上的信息把

孩子接走， 后果不堪设想。”

接着， 柏少琼带记者参观了幼

儿园的门卫室， 向记者展示了警棍、

警用便携式钢叉等安保器具。 她介

绍说： “我们有一位专职门卫， 还

安装了监控系统。 整个幼儿园有8个

摄像头， 门卫坐在门卫室内就可以

看到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

尽管制度完善设施完备， 但柏

少琼还是要求门卫尽量熟悉每一

位家长。 放学开放校门时要格外

提高警惕， 严防陌生面孔闯入幼

儿园。

4月4日， 记者在南京联系上了

这位发帖的母亲， 并采访了多位子

女正处青春期的家长和教师。 他们

普遍认为， 虽然孩子的个性和家庭

背景不同， 但懂得尊重、 耐心倾听

并掌握与孩子沟通的技巧， 应是此

时家庭教育的“不二法门”。

家长烦恼多

孩子不那么听话了

《和青春期作战》 的作者胡女士

是一位小学语文教师， 深知教育之

道。 与网络传言不同， 她女儿享有

的自由和宽容一直为同龄人所羡慕。

胡女士和丈夫都是本科毕业的知识

分子， 对女儿的家庭教育一贯是

“百分之百自由”， 顶多在女儿学习

状态下滑时提醒一下“该收收心

了”。

胡女士说， 从小到大， 女儿的

自我管理都很好， 自我约束力很

强， 她教育孩子常用的方法是两个

人坐下来“讲道理 、 提要求 ” 。

“但从初中开始， 女儿渐渐变了，

爱听的才会听， 不乐意听的就不听

了。” 胡女士认为， 这种变化其实

是一种成长。 之所以说自己跟女儿

“作战”， 是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太重

要， 家长需要花很多心血去观察和

揣摩孩子。

学生很逆反

讨厌家长把自己当小孩

进入初中， 往往也意味着孩子

步入了精彩而烦躁的青春期， 自我

意识开始觉醒， 一些明显的身心变

化开始凸显， 家庭教育需要转型。

胡女士笔下的女儿其实是一个懂事、

乖巧、 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从小学

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三好学生， 三

年级开始每年还被评为南京市鼓楼

区“鼓楼之星”。 但即便这样， 以往

一贯灵验的家庭教育方法也开始遇

到磕磕碰碰。

在采访中， 学生们普遍反映，

最喜欢的教师和家长是幽默、 微笑

的， 最反感单纯教育式的沟通 。

“最不喜欢老师板着脸说我， 道理我

又不是不懂。” 高淳县第三中学初一

学生陈慧萍最讨厌父母把自己当小

孩， 催着去学习， “尤其是当着很

多人的面催我， 不相信我的自觉性，

好像我很贪玩一样”。

学校有妙招

把每个孩子当作宝

南京第五十四中是一所实行

“小班化” 的初中。 校长周波介绍

说， 初中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 个

性多样， 为此学校提出了“把每个

孩子当作宝” 的教育理念， 教师在

“小班化” 教育教学中要坚持个性化

原则， 针对学生个体差异采用不同

的教育方法。 在该校， 每个学生都

有一本“悄悄话” 小册子， 借助这

本小册子， 班主任聆听每个学生的

诉说， 与他们平等交流。

“老师要走进每个孩子的内

心， 与他们分享成长中的酸甜苦

辣 ， 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周波

说， 与青春期的孩子不能一味说

教， 平等沟通最重要。 学校还特设

了特色岗位———班主任助理， 让每

个学生轮流做一周教师小助理 ，

“在共同管理班级的过程中， 师生

成为教学相长的好朋友”。

青海女子职校建立

家政服务实训基地

本报讯 （记者 陈丽娜 ）

记者

日前获悉， 青海女子职业技术学校

近年来着力打造家政服务培训特色

品牌， 投资77万元建立功能完善的

家政服务业实训基地。 2011年该校

共培训妇女3150人次。

学校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新兴东路

邮 编：

214187

传 真：

0510-83306916

联 系 人： 李老师

联系电话：

0510-83306789 0510-83306916

学校网址：

www.lsgz.net

电子邮箱：

lsgz@wst.net.cn

学校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新兴东路

邮 编：

214187

传 真：

0510-83306916

联 系 人： 李老师

联系电话：

0510-83306789 0510-83306916

学校网址：

www.lsgz.net

电子邮箱：

lsgz@wst.net.cn

无锡市洛社高级中学

我校是江苏省四星级高中， 系创办

70

多年的锡

西名校。 为适应发展需要， 现诚聘数学、 英语、 物

理骨干教师。

招聘对象及待遇： 热爱教育， 身体健康， 有团队合

作精神， 市级教学骨干， 年龄

40

周岁以下

(

特别优秀者

年龄可适当放宽

)

。 一经录用， 享受当地骨干教师的一切

待遇， 学校按国家规定解决人事关系。 如配偶系非编制

人员， 学校协助安排工作， 并解决子女入学事宜。

应聘办法： 请将本人简历发送到我校邮箱或直接电

话联系。

诚 聘 名 师

国家教育部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中美合作英语教学硕士

1.

本项目无需参加全国联考。 全美教师教学， 修完课程，

论文通过， 无需出国留学即可获得国家承认的美国大学硕士学

位。

2.

本 项 目

2001

年 经 国 家 教 育 部 门 批 准

(

批 准 号 为 ：

MOE42US1A200303750)

，

2003

年和

2009

年以高分通过教育部

门复核， 由中南民族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州立普莱特维尔大学

联合办学， 已开展八期， 六期学生已顺利毕业， 两期在读， 得

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3.

本项目学制两年， 共修

10

门课程，

30

个学分。 上课时间

为每年的寒暑期。 第三个学期可选择赴美学习一个学期。 开学

时间为每年的

7

月初。

4.

入学资格和要求： 本科毕业， 获得学位； 英语条件必须

满足以下其中一项： 英语专业四级； 大学英语六级； 雅思

5.0

；

托福

80

分； 若无上述英语成绩， 需经过美方面试。

5.

限招

38

人， 额满为止。

6.

联系方式：

电话：

027-87532143

网址：

http://www.scuec.edu.cn/iao/MSE/index_zh.html

张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张

张

张

家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家

家

家

口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

口

东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东

东

东

方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方

方

方

中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

中

学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学

学

学

诚诚诚

诚诚

诚诚

诚诚

诚诚

诚诚

诚诚

诚

诚诚

聘聘聘

聘聘

聘聘

聘聘

聘聘

聘聘

聘聘

聘

聘聘

优优优

优优

优优

优优

优优

优优

优优

优

优优

秀秀秀

秀秀

秀秀

秀秀

秀秀

秀秀

秀秀

秀

秀秀

教教教

教教

教教

教教

教教

教教

教教

教

教教

师师师

师师

师师

师师

师师

师师

师师

师

师师

公公公

公公

公公

公公

公公

公公

公公

公

公公

告告告

告告

告告

告告

告告

告告

告告

告

告告

张家口东方中学是由市教育部门直属管理的一所民办公助、

教师有正式事业编制的全封闭、寄宿制完全中学。

2010

年

2

月

5

日

,

学校被河北省教育部门评为“河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学校绿树成阴，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为适应学校跨越式发展的需

要，特面向全国招聘初、高中各学科优秀教师和校级、中层管理人

员。

一、应聘条件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3

年以上工作经验，身体健康，教学功底扎

实，有教师资格、职称证书。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对于省、市学科带头

人、优秀教师、班主任年龄可放宽到

50

周岁。 招收少量应届毕业生。

二、应聘方法

符合以上条件，将证书、身份证复印件，近期照片一张，亲笔

书写个人简历，邮寄至学校或发至学校邮箱；学校初审合格后，

通知本人来校面试。 一经录用，签订正式合同。

三、待遇

初中教师年薪

4

万

-6

万元，高中教师

5

万

-8

万元。 安排住

宿， 办理医疗养老保险。 成绩突出可办理正式公办教师入编手

续。 省市学科带头人、行管人员录用后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

0313-4088838 4086888 4086679

传 真：

0313-4086888

邮 编：

075000

地 址：河北省张家口市高新区马路东西街

5

号

来信请寄：张家口东方中学校长室收

学校邮箱：

zjkdfzx@126.com

主办： 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 钱学森教育研究总课题组

承办：北京市怀柔区教委 现代教育报

时间：

2012

年

4

月

20-22

日 地点： 北京市怀柔区

电话：

010-62029729

邮箱：

nszzz@vip.sina.com

网址：

www.chinaeducate.com.cn

中国大成智慧教育网

纵论钱学森教育思想 深层解读钱学森之问

权威阐释新课程标准 高端指导教改方略

“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研究与实验”

开题会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战略研讨会邀请函

“钱学森之问”蕴含了钱学森怎样的教育追求？

钱学森教育思想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中国基础教育怎样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杰出人才奠定基础？ 怎

样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4

月

20

日，“‘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研究与实验’ 开题会暨中

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怀柔区隆重召开。 届时，

著名教育家顾明远、陶西平、朱小蔓、査有梁以及总课题组长赵泽

宗、怀柔区教委主任夏占利等

(

以实际到会为准

)

，将纵论钱学森教

育思想，权威阐释新课程标准，现场展示实验成果，聆听全国先进

教学经验。 欢迎教育同仁、各界朋友莅临盛会与专家对话，互动研

讨，交流经验。

连云港出台教师学术规范

未参与写作署名者将被查处

本报讯 （记者 陈瑞昌 通讯员 孙朝仁 马玉梅）

江苏省连

云港市日前出台中小学教师学术规范基本要求， 教师的学术不端行

为将根据严重程度给予不同形式的惩处。

连云港市明确规定， 凡未参加实际研究或者论著写作而在别人

发表的作品中、课题研究中署名，在学术活动过程中夸大成果价值，

在晋级评优中提交在假刊、套刊或非法出版物上发表的成果等，均属

于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将根据严重程度给予不同形式的惩处。

为切实加强中小学教师学术规范，鼓励教师发现真问题、进行真

研究、取得真成果，连云港还专门成立了中小学教师学术规范指导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负责制定、解释和评估县区及学校学术规范建设方

面的政策、规定，接受学术道德问题举报，并进行调查处理。

吉林试点农村学生营养餐

实行学校负责人陪餐制

本报讯 （记者 刘文彧）

为切实解决孩子上学就餐问题， 吉林

省日前出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推进计划试点方案， 506所

试点学校的9.42万名农村中小学生将吃上营养午餐。

吉林省将提供蛋、 奶、 面包、 肉制品、 水果等课间餐， 安排专

项资金， 新建、 改扩建学生食堂， 逐步解决寄宿制学校食堂配套设

施缺乏、 就餐条件较差和非寄宿制学校离家远学生的午餐问题， 建

立学生营养状况监测制度。 试点学校食堂一律不得对外承包， 试点

县 （市） 要结合本地区实际为农村学校食堂配备足够数量的合格工

作人员， 并将食堂聘用人员工资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证； 有关学校

要建立并落实岗位责任制度， 设立专门食品检验员， 严把食品质量

和安全关， 实行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 确保学生饮食营养安全。

河北多举措遏制中考违规

严禁学生挂空籍和无籍就读

本报讯 （记者 杨占苍）

河北省日前出台多项措施遏制中考前

后出现的各种违反规定和违背教育规律的行为， 造成恶劣影响的予

以全省通报批评， 并追究当地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河北省规定，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违反规定提前结束初中毕

业年级课程或擅自删减非考试内容、 乱编滥印各种形式的复习资料

等； 不得进行各种名目的区域性升学模拟考试； 高中不得采取违规

措施争夺优质生源。

针对一些学生“在城里就读， 在农村中考”， 抢占高中分配指

标的情况， 河北省规定， 学校不得接收无学籍学生， 不得随意转出

或接收学生， 严禁挂空籍和无籍就读。 对违反学籍管理有关规定，

出现未经批准转出或接收学生、 中考报名作假等扰乱招生秩序的行

为， 一经查实将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改革动态

青春期子女的家庭教育一直让家长深感烦恼。 据报道， 近日南京市的一位母亲在网上写了与女儿 “斗智斗勇” 的帖子 《和青春期作战》， 其中记述了原来乖

巧的女儿进入青春期后的种种表现， 比如半夜偷看爱情小说， 无视父母拒不沟通， 金钱意识的产生……发帖的母亲在每次 “战斗” 中摸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策

略， 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随着 “作战” 系列从 “战

1

” 写到 “战

4

”， 一时间网友的议论也逐渐升温。

□新闻回放

热点

追踪

□记者追踪

□专家点评

■

本报记者 缪志聪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弓立新：

像“谈恋爱”一样与孩子沟通

胡女士家里的事其实是个案，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亲子沟通方式， 但总的

来说要把孩子当一个全新的人来看待， 不能认为养了十几年， 家长就一定了解

孩子。 升入初中后， 由于学业压力逐年增大， 孩子心灵成长的空间却越来越狭

小， 再加上生理发育的巨大变化， 青春期的孩子此时变得更为敏感和脆弱。

青春期阶段的亲子沟通， 家长不妨用成年人 “谈恋爱” 的方法， 小心试探、

察言观色、 揣度心思， 用心创设一定的场景， 比如唱歌、 看电影、 郊游等， 让

孩子参与其中， 亲子双方积极表达、 耐心倾听， 从而实现有效沟通。

耐心读懂青春期孩子的心

新闻故事每日传真

“绿色童谣”哪里来

编辑部：

3月21日是世界儿歌日。 记者在青岛多所小学采访时发现， 许

多老师为了找一首琅琅上口的童谣而煞费苦心。 而优秀童谣的稀

缺， 导致孩子们或吟诵“春眠不觉晓， 处处蚊子咬” 之类的灰色童

谣， 或哼唱 《有点舍不得》、 《因为爱情》 之类的成人歌曲， 让人

十分揪心， 这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关注。

在教导孩子方面， 一首童谣远胜过十句刻板的说教。 对灰色童

谣， “与其堵， 不如疏”， “与其铲除杂草， 不如先种满鲜花”。 青

岛富源路小学请著名儿歌创作专家门秀山给家长和老师开儿歌编创

讲座， 并利用语文实践活动课组织学生进行儿歌编创； 青岛福州路

小学把流行歌曲的旋律改编成儿歌， 把流行元素转化为教育可利用

的价值； 青岛市北实验小学组织学生参与“童声诵童谣、 童趣演童

谣、 童笔画童谣、 童言编童谣” 活动， 用童谣的方式教孩子学习习

惯和做人道理。 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新机遇下， 社会应为孩子

们制作更可口的文化食粮， 驱逐灰色童谣的不良影响， 创设绿色校

园文化。 一些学校让师生参与到优秀童谣的编创和传唱中， 无疑是

一个有益尝试， 值得借鉴。 ■

记者 孙军 通讯员 李晓

广西今秋推行高中新课改

社区服务纳入学分考核

本报讯（记者 宋潇潇）

记者日前从广西教育厅了解到，今年秋

季学期起广西开始推行实施高中课改。 广西是全国普通高中课程改

革的最后一站，目前除广西外，全国其他省份均已启动高中课改。

广西规定， 除了语文、 数学、 政治等“老牌” 科目外， 广西新

增了通用技术、 艺术等科目。 每个学生必须参加综合实践活动， 包

括研究性学习、 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 社会实践每年必须参加1周，

社区服务不少于10个工作日， 并纳入学分考核。 高中课改实行学分

制， 高中3年学生必须挣够144个学分才能毕业。 下一步， 广西将根

据高中课改推进高中考试改革， 今后高考成绩、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 综合素质评价三个方面都将作为广西高考录取的依据。

记者来信

跋山涉水听民声 走村入户送温暖

———湖南省教育厅深入桃江农村走基层

■

本报记者 章仙踪

通 讯 员 王平 吴万夫 刘友良

春风又绿三湘岸， 细雨催红二

月花。 近日， 湖南省教育厅“走访

群众听民声， 深入基层解难题” 工

作组在副巡视员陈飞跃的带领下来

到益阳市桃江县， 围绕中小学用车

安全、 校舍安全、 贫困学生资助等

热点难点问题， 深入开展了为期一

个月的调研。

湖南省教育厅机关党委副书记

曾四清等一行4人直赴30公里之外的

三堂街九峰明德小学和赤塘完小走

访， 他们跋山涉水、 走村入户， 听

民声、 送温暖、 解难题， 留下一幕

幕感人的场景。

在张国庆 （化名） 同学家里，

恰逢尹美华校长在家访。 尹校长介

绍说， 小张一家五口人， 爷爷年老

体弱， 奶奶瘫痪长年卧病在床， 父

母都是智障人士， 家里的收入主要

靠小张的爸爸每天在别人家打短工，

每天30元工钱。 邻居介绍说， 他们

一家人都靠政府补贴救济。

正在这时， 小张提着一个塑料

袋“书包” 回来了。 他现在读五年

级， 个子还不足一米四， 身上只穿

了两件薄薄的单衣， 外面一件的拉链

还坏了。 曾四清快步迎上去， 摸着他

的头问： “爱不爱读书？ 想不想读书

啊？” 小张简短而有力地回答： “爱。

想。” 工作组的同志拿出2000元资助款

交给他， 懂事的孩子连声说着“谢

谢”， 伸出双手接住后转身进屋把钱交

给了奶奶。

工作组当天还要去符以勒同学的

家， 路远难行， 陪同人员劝工作组不

要去了， 但工作组的同志仍坚持要看

现场。 一行人在泥泞的小路上前行，

山路漫长而崎岖， 一路只听到套鞋在

泥巴水中的“呱嗒” 声。

转过一个山头， 工作组终于看到

两间破旧的房子， 一个10岁左右的孩

子正蹲在地上捡砖头， 他就是符以勒。

旁边是他患有尿毒症的父亲， 一个瘦

高个中年， 瘦得有点吓人。 看到工作

组这么远来看他的孩子， 这位中年汉

子哽咽了。 工作组勉励孩子好好学习，

做一个坚强的人， 相信生活会好起来

的。

据桃江县教育局有关人员介绍，桃

江是一个农业县，70%以上的家庭靠外

出打工赚钱供子女上学， 经济困难学生

比例超过30%。 全县有初中生2万多名，

包括寄宿生1.2万名， 其中近1/3的寄宿

生享受了国家生活补助， 基本解决了生

活问题。但由于贫困生人多面广，仍有部

分特殊困难学生存在读书困难， 甚至面

临辍学。 全县有各种奖助学基金21个，

还有县政府相关助学机制资助部分困难

学生，学校教师对口帮扶一部分学生，基

本保证了每个学生“有书读”。

桃江县当地群众纷纷说， 从省教

育厅工作组的身上实实在在看到了省

直机关的作风， 体会到了党和政府的

关怀。 工作组负责人表示， 省教育厅

在走访完部分贫困学生后， 还将组织

厅委机关全体干部、 党员募捐， 以多

种形式在桃江县开展对口帮扶活动。

吴之如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