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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

据报道，新学年开学一个月来，因为平时家长发短信、打电话太多，一些一年级班主任“吃不消”，很多人一到双休日便蒙头大睡，补充睡眠。 新生

家长何以频繁联系老师？ 他们的焦虑该如何化解？

新闻

院校

传真

每日

今天

我入队

小朋友手捧红领巾 ， 脸上流露出

兴奋的笑容。 近日， 江苏省盐城市第

二小学举行少先队入队仪式， 并对新

队员进行少先队知识教育。

潘振群 摄

岁月如歌，盛世相约。 济宁一中即将迎来

110

周

年华诞。 在此，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校发

展的校友们、 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

敬意！

110

年来，济宁一中几易其名，数迁校址，始终以

教书育人为宗旨，与民族命运共浮沉，和时代脉搏同

起伏，化泽仁教，广植桃李，自强不息，笃学创新，为

高校和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毕业生， 为国家的繁荣

和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2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学校将

于太白校区隆重举行建校

110

周年庆典， 并将举办

校友事迹图片展，校友讲座，中学校长论坛，校友师

生书画、美术、摄影作品展等活动。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110

周年校庆是济宁一中

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真诚地希望济宁一中（包括

原一中和原二中及其前身） 的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

界朋友给予校庆活动以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热烈欢

迎各届校友聚首母校，共襄盛典！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中学

2012

年

10

月

1

日

校庆办电话：

0537-2981902 0537-2101902

传 真：

0537-2101902

电子邮箱：

jining1902@163.com

通讯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南北晁家街

1

号 邮编：

272000

济宁一中官网：

http://www.sd-jnyz. com

校友网：

http://www.sd-jnyz. com/xiao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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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小学开学，许多一年级新生家长焦虑不安，频繁打电话发短信，老师不堪重负———

家校之间如何提高沟通效率

■

本报记者 董少校

新生家长焦虑事出有因

上海市静安小学一年级有一个走

读班和两个住宿班。 新学年开学前后，

家长与班主任的沟通格外多。 其中，除

了少部分关于学习的问题，更多的是一

些杂事：希望给小孩换一个座位；说小

孩已经一整天没大便， 请老师照顾；让

老师督促孩子按时服药……“上完课回

到办公室，电脑上就有许多条消息等着

处理了；偶尔出去开会，也得忙里偷闲

用手机回答他们的问题。 ”静安小学一

年级班主任杨荣慧说。

从幼儿园到小学，教学方式、生活

环境上的变化，使得不少家长对孩子的

适应充满了不安。 而许多年轻父母又是

独生子女， 经常是6个大人把精力集中

在1个孩子身上， 进而出现密集联系老

师的情况。 静安小学教师顾春慧曾遇到

过这样的事： 她带领学生外出游园，有

几位家长开车跟在大巴车后面到达活

动地点， 远远地看着孩子们做游戏，生

怕有一点闪失。 作为一名三年级孩子的

母亲，顾春慧对此表示理解：“家长对孩

子的爱是一种本能， 当生活水平提高、

不需要为生计发愁时，这种爱往往体现

得更加明显。 ”

此外， 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 容易使家长变得焦虑； 部分家长

有留学经历， 希望按照另一种思路教

育孩子……这都有可能使家长过于关

注孩子而与班主任频繁联系。

事前约定为班主任解困

全国劳模、 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

小学一年级班主任李莉认为， 有必要提

醒家长减少不必要的联系， 维护安宁的

教学环境。“一个班47名学生，每个家长

每天来一条短信、一个电话，那班主任要

花多少时间应对？ ”李莉说。 杨荣慧也认

为：“老师关心这个孩子多一些， 势必关

心其他人少一些，很可能造成不公平。 ”

为解决这一问题， 在新生家长会

上，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与家长

事前约定：八小时工作时间以外，如果

没有重大事情， 不要给老师发短信、打

电话；在关心孩子的同时，也请体谅老

师工作的辛苦，减轻他们的负担。

“班主任用适量的而非过多的精力

与家长联系， 可以腾出时间投入教学，

按教育规律办事。 对家长的要求，班主

任必须坚持原则，同时艺术性地处理。 ”

李莉说，“比如托关系希望换座位的情

况，如果家长只是出于私心，就不能一

味满足。 ”

公开办学信息取信家长

从另一方面看，家长们关心孩子的

强烈意愿， 同样是教育进步的推动力。

许多学校开始为家长创造更多与老师

接触的机会，营造和谐的家校关系。

在静安小学的官方主页，不仅可以

看到学校的德育活动、新闻动态，每个

班级、每门校本课程也都有各自的空间

发布信息，与家长互动交流。 一（1）班近

日公布了新学年“第四周告知书”，两天

时间就有半数家长在网上进行回复。

早在2009年， 李莉就在网上建立

“未来之星” 群组， 与家长们交流， 至

今依然保持更新。 “与发短信、 打电

话相比， 网络平台上的交流可以‘一

对多’， 并在群体中展开互动， 从而提

高效率。” 李莉说。

增进家长与班主任的面对面交流，

同样有助于释放家长的焦虑。 每年一

年级新生入学之前， 静安小学的班主

任们都会进行家访， 告知家长幼小衔

接相关事项， 做好开学准备。 而在10

月中旬， 静安小学将迎来本学期的第

三次家长开放日活动， 向新生家长展

示孩子们的学习与活动情况， 12月底

还将举办一次大规模文体展演。

顾春慧表示， 与其他年级相比，

学校应创造更多机会迎接新生家长进

校， 使他们亲身感受孩子的成长， 对

学校的教学管理产生信任， “没有了

后顾之忧， 他们自然不会频频‘骚扰’

老师了。”

北京现代职院重视提高学生道德和体能素养———

高职生怀揣“四证”出校门

■

本报记者 蔡继乐

张梦原是北京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2011届物流专业的学生。 毕业后， 这个

就职于北京惠航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高

职生， 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成为公司

的优秀员工， 薪水也从刚入职的每月

1500元， 上涨到如今的每月6000多元。

张梦原说： “在校3年的学习， 让我受益

更多的是学校对我们专业以外的能力培

养， 使我脱颖而出。”

张梦原所说的“专业以外的能力培

养”， 是指北京现代职院近年来特别加强

的职业道德培养和职业体能训练等。 学

院党委书记、 院长丁久库告诉记者， 通

过到几十家校企合作单位进行调研， 结

合学院实际， 学院已正式实施“四证书”

人才培养标准， 并出台了评价指标体系

和详细的实施方案。 “我们特别将职业

道德考核摆在首位， 并将职业技能资格

鉴定和职业体能发展纳入综合评价内容

之中，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丁久库说。

所谓“四证书”， 是指每个学生毕业

前都要取得现代职业道德证书、 现代职

业技能证书、 现代职业体能证书和现代

职业毕业证书。 丁久库说： “在调研中，

我们发现很多企业不仅需要技能人才，

还要求员工爱岗敬业、 虚心学习、 勇于

创新、 责任心强， 也希望学院注重学生

的体能培养。”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北

京现代职院正式开始实施“四证书” 人

才培养标准。 学院专门成立了“四证书”

评审委员会， 负责评审政策的制定、 评

审过程的监督、 评审结果的认定、 申诉

的受理等工作。 同时， 设立了“四证书”

评审工作组， 分别设立4个评审工作组，

负责相应证书评审工作的具体落实。 各

评审工作组还分别研究制定了4个证书的

实施方案。

4个证书都有实施流程。 比如， 现代

职业道德证书的实施由学生处、 团委、

两课教研室共同制定学生道德实践系列

活动方案。 各职能部门、 系、 班组织开

展活动， 真实记录和客观评价学生参与

活动的效果。 班主任按学年给出每个学

生的道德评价得分情况。 学院“四证书”

评审委员会根据学生得分情况决定是否

授予现代职业道德证书。

湖南大学自主招生面向所有学生

所有高中老师均可推荐 面向8个基础专业 以学院为主选拔

本报讯 （记者 李伦娥 ）

近日，

湖南大学正式宣布， 该校2013年自主

选拔录取政策将进行重大调整： 将以

往的基地校和重点中学推荐变为所有

高中所有老师均可推荐， 将以往的所

有专业均招变为仅仅面向8个基础学

科专业， 将笔试内容由以往的语数外

变为相关专业知识， 将以往的学校主

选拔变为学院主选拔。 一句话， 该校

的自主招生将面向所有学生， 面向基

础专业。

湖南大学选定的8个专业是数学与

应用数学、 应用物理学、 化学、 生物

技术、 工程力学、 汉语言文学、 历史

学、 英语8个专业， 考生可根据个人意

愿任选其一报考。 该校校长赵跃宇说，

目前高校一方面在高水平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方面严重不适应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需求； 另一方面， 中学生中具

有创新潜质的偏科人才却得不到有效

选拔。 此次招生改革， 就是试图解决

这样一些问题， 选拔出一批真正具有

学科特长、 创新潜质且立志于从事所

报考专业的优秀青年。

据该校党委副书记唐亚阳介绍，此

次改革，学校将充分调动学院在招生过

程中的主动性，8个学院均由专家全程

参与并出题；考试流程由以往固定的模

式，调整为相关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不同流程； 笔试内容由以往语数外3科

考试调整为考查与学生报考专业相关

的知识，避免“小高考”。 面试环节部分

理科专业还要求学生进入实验室现场

操作。 最终按照综合分 （综合分=笔试

成绩+面试成绩）， 分专业从高到低确

定候选考生名单。

●

北京面向新疆和田地区 “双

语” 骨干教师培训班近日开班

来

自新疆和田地区的60名维吾尔族高

中语文、 数学、 物理教师在北京教

育学院参加培训。 (

记者 禹跃昆

)

●

国际高校毕业设计作品展近

日在北京开幕

作为2012北京国际

设计周“设计之旅” 的唯一高校展

示站点， 作品展展出了300多件大学

生创意作品， 同时搭建了学生作品

与企业交易平台。

（记者 柴葳）

●

河北近日展出教师规范字书

法作品

300余幅作品都是河北省首

届大中小学教师规范字书法大赛中

的获奖作品。

（记者 周红松）

●

中国远程教育学术论坛近日

在杭州举行

以“远程实验室： 支撑

环境与创新动力” 为主题， 就远程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开展了学术

研讨。

（通讯员 相海珠 记者 朱振岳）

●

第二届中亚研究论坛近日在

乌鲁木齐举办

与会人士就“新形

势下的中亚地缘政治走势”、 “中国

与中亚的地缘经济合作” 和“中国

新疆与中亚文化交流” 等主题进行

了研讨。

（记者 蒋夫尔）

●

湖北将定期发布高校专业预

警

对培养规模供过于求、 就业水

平持续过低的学科专业， 高校应调

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同时， 加快

调整结构性过剩学科专业， 改造落

伍陈旧学科专业。

（记者 程墨 实习生 王小占）

●2011

—

2012

年度厦门教育好

新闻奖近日揭晓

人民日报的 《溪

声小学保卫战》、 中国教育报的 《厦

门同安区把优质幼儿园办进村》 等

20篇作品榜上有名。

（记者 熊杰）

●

未来飞行器设计与制造协同

创新中心近日成立

中心位于西北

工业大学， 将瞄准航空航天领域国

家急需发展的主流飞行器， 开展8项

核心关键问题的协同创新研究。

（见习记者 秦明 记者 柯昌万）

●

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

所近日庆祝创办

50

周年

该所是我

国高校首个化学研究机构， 为我国

有机化学和农药科学的发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 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了

大批人才。

（记者 张宝敏 通讯员 陈鑫）

教育部离退休同志捐资助学

本报讯 （记者 李丹）

日前， 教育部离退休老同志和河

北省隆化县存瑞中学的师生共同举行2012年度“银龄园丁行

动” 捐资助学座谈会。 50余名教育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部全

体离退休干部向存瑞中学的30名贫困生捐赠了图书和3万元现

金， 勉励他们刻苦学习、 立德树人、 成长成才， 努力做社会

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据了解， 教育部离退休老同志关爱贫困学生、 情系老区

教育。 在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组织下， 部机关600多名老同志

共同参与发起了“银龄园丁行动” 捐资助学活动。 该行动自

2004年初启动以来， 已先后定点捐助了北京市密云县卸甲山

小学、 河北省易县狼牙山中学和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存瑞中

学200余名贫困学生， 捐资18万余元， 并帮助学校充实了图书

室和部分教学辅助设备。

山东大学

正式开建青岛校区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日前，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一

期场地平整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这标志着山东大学青岛

校区一期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据了解， 山大青岛校区位于青岛即墨市鳌山湾畔，

处于青岛市蓝色硅谷核心区。 前不久， 山东大学公布

《山东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计划 （2011-2020）》。

这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山东大学济南市、 威海市和青

岛市3个校区的发展目标定位， 其中， 青岛校区将是

今后山大重点打造的新校区， 重点发展理工学科和新

兴学科。 该校区计划打造成高端学术平台、 高端学术

和应用技术研究基地、 高端人才的聚集和培养基地、

高端技术成果的孵化和产业化基地、 高端国际学术交

流基地。

河南科技大学

庆祝建校6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通讯员 韩卫红）

近日， 河

南科技大学举行建校60周年暨合并组建10周年纪念大

会。

河南科技大学坐落在古都洛阳， 是河南省一所工科

优势突出、 文理农医等特色明显、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

合性大学。 2002年， 由洛阳工学院、 洛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洛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而成的河南科技

大学， 成为河南省重点支持建设的第3所综合性大学。

建校60年来， 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20余万

人。 河南科技大学合并组建10年来， 已经从一个以工科

为主的本科院校和两所专科学校的简单组合， 发展成为

一所以工科为主， 理、 工、 农、 医、 经、 管、 文、 法、

史、 艺术和教育学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

140多位果农“不请自到”咨询种植技术

沈阳农大研讨会变技术大集

■

本报记者 刘玉 通讯员 安俊学

近日， 沈阳农业大学举办了寒富

苹果现代栽培制度现场观摩及研讨会。

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会议当天，

原定由辽宁省各市果业部门负责人、

苹果栽植大户等参加的60人规模的研

讨会， 却被闻讯而来的果农挤爆。 而

140多位“不请自到” 的果农都是奔着

寒富苹果种植技术来的。

果农们缘何如此热衷这个研讨会？

原来， 寒富苹果是沈阳农大研制的获

得过国家发明专利的苹果品种， 目前

在辽宁省已经推广80多万亩， 是辽宁

中北部地区的苹果主栽品种。 但是，

大多数寒富苹果种植区还没能形成科

学化、 规范化的现代栽培技术体系。

学习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和科学的管理

方式，就成了果农们心头的大事。于是，

研讨会就变成了果农现场讨教苹果种

植技术的“大集”。

果农们的问题铺天盖地： “为什

么果树下面不锄草， 还要种草？” “苹

果啥时候套袋， 啥时候摘袋？” “寒富

施什么肥？ 施多少？” “我家果儿的颜

色咋没你们这儿的好呢？” ……教师们

忙不迭地一一作答， 连水都顾不上喝

一口。 原来预计1个小时的研讨观摩整

整进行了3个小时。

据悉， 沈阳农大将通过建立示范

园、 实践培训和现场指导的方式， 不

断将先进技术送到果农手中，让农民真

正学到技术、得到实惠。

栏目主持人： 王强 欢迎院校投稿：

yxxw@edu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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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与福建省共建福州大学

袁贵仁孙春兰苏树林出席签字仪式

本报福州

10

月

14

日讯 （记者 焦新）

教育部、 福建省人

民政府共建福州大学协议签字仪式今天举行。 教育部部长袁

贵仁、 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出席签字仪式， 袁贵仁与福建省

省长苏树林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签字仪式前， 双方进行了工

作会谈。

袁贵仁在会谈中指出， 福建省委、 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教育工作，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全省教育事业

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福建省、 教育部共建福州大学，

就是要进一步促进福州大学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不断提

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 使之成为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高素

质人才培养、 高水平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重要基

地。

孙春兰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福建省经济社会特别是教

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她指出， 这次省部共建协

议的签署， 给福建省高等教育， 特别是福州大学的改革发展

带来了新的动力， 省委、 省政府将把福州大学作为福建省高

等教育建设的重点， 纳入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

划， 作为重中之重项目， 集中力量， 加以建设。

根据协议， 教育部将对福州大学改革、 发展、 建设等方

面给予更多的指导与支持。 福建省将在政策、 经费等方面加

大支持力度， 把福州大学建设成为有特色高水平大学。

教育部、 福建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有关高校负责人参加

了签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