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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家教回归心灵深处

日前，由皇甫军伟所著的《家庭教育的捷径：以
心养心》新书发布会暨家庭教育研讨会在首都图书
馆举行。 本书呈现出皇甫军伟坚持回归传统文化、
回归心灵深处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 （余向丽）

湖南省凤凰县林峰中学：做好开学工作
2 月 23 日， 湖南省凤凰县中小学校开学报名

第一天，为确保开学工作有序进行，林峰中学加强
管理， 除旧布新， 为学生营造出浓厚的入学氛围。

（吴玉辉）

山东省枣庄市阴平镇白山小学： 组织教师
写春联

春节期间，山东省枣庄市阴平镇白山小学组织
本校书法好的教师写春联， 并为全校 30 名教师挨
门逐户贴春联、送挂历、传祝福。 （宋均升）

湖北省郧县第二中学：秧歌闹新春
春节期间，湖北省郧县第二中学百人秧歌队深

入机关和社区，扭秧歌闹新春，送去欢乐祝福，让年
味更浓、情义更深。 （谭家学）

山东省无棣县车王镇小学：举办少儿春晚
近日，山东省无棣县车王镇小学主办的“相约

春天，爱在车王”首届少儿春晚，该镇 360 多名少年
儿童以孩子们独有的方式表达对新春的祝福。

（李月元）

江西省南康市镜坝中心小学： 为退休教师
送祝福

2 月 3 日， 为庆祝学校两位老师光荣退休，江
西省南康市镜坝中心小学开展了为退休教师送祝
福活动，给退休教师送上祝福和新年礼品。

（赖华芳）

四川省平昌县岳家小学：防火安全教育
放寒假前，四川省平昌县岳家小学积极组织开

展了以“严防森林火灾，爱护绿色家园”为主题的安
全教育活动，加强学生和家长的防火意识。

（吴文兴）

中国教师报香山会馆教育新闻人俱乐部，诚邀读者网上注册，成为我们的特约通讯员和通讯员。 这里是每个教育人的
舞台。 详情请见 http://bbs.chinateacher.com.cn。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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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抢跑”何时休
上榜媒体：人民网
上榜理由：近年来，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幼教小

学化与成人化的现象愈演愈烈。 很多幼儿园违背幼
儿的身心发展和认知规律， 对孩子进行过度开发，
拔苗助长，早早地扼杀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这种现
象必须尽快得到改变。

近来北京市民石先生有点犯愁，“幼儿园快开
学了，女儿却闹着不想去，说上课累。 ”这个年仅 4
岁的小姑娘，在幼儿园不仅要学五六门课程，课外
还有舞蹈、小主持人等才艺培训。

石先生的烦恼，代表着很多家长的无奈。 目前，
幼教小学化与成人化的现象屡禁不止，让孩子们的
“成长乐园”沦为“学前集训营”。

惊：从“魔鬼训练 ”到题海战术 ，孩子
“伤”在起跑线上

近日， 一份 2013 年北京市某幼升小学前班的
课表，让许多成年人看后咋舌不已。 除了识字阅读、
口算、英语、国学、音乐、美劳等项目，还包括彩泥、
钢琴陪练、魔术、视唱练耳、右脑记忆训练等多种课
后班内容。 据说，这些孩子还是经过专门测试之后，
才有机会接受“魔鬼式学前训练”。

这种“填鸭幼教”，虽然有些极端，但绝非个案。
“一些幼儿园班级甚至把每个孩子的作业试卷布满
整个教室，小小的孩子居然也得应付题海战术。 ”大
连理工大学幼儿园老师李敏如此写道。 据介绍，有
的幼儿园还以“成长教育”的名义，为孩子开设大量
成人体验课程。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抢跑教育”正从幼儿园
蔓延到家庭。 有的家长以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
由，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 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奔波
于各种选秀节目、试镜现场等。

“成人将自己的规则、愿望强加给儿童，干涉了
儿童的自由发展，会耽误孩子一生的幸福。 ”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

忧：知识训练取代素质培养，功利教育
导致童年过早消逝

在很多教育学者看来，幼教的小学化与成人化
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童年的过早消逝。

“学习兴趣、行为习惯、个性、思维、创造性等素
质训练都不是一下子看得见的，需要日积月累方能
取得良好的效果，但英语、识字、算术等知识训练都
是立竿见影的。 ”李敏说，一些幼儿园认为开展小学
化教学既可让老师省心，又能获得家长好评。

除了功利的教育理念，幼小衔接体制的不平衡
也为幼教走偏推波助澜。 长期以来，幼儿园在教学
组织、作息制度等方面向小学靠拢，但小学却很少
考虑主动与幼儿园对接。 由于很多孩子学前 “抢
跑”，导致一年级新生入学时“起点”不齐，老师只能
根据班级里大部分学生的情况开展教学，以至于给
家长一个错误信号：新生入学前一定要有相应的学
习基础。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如何顺利通过小学入学
考试、给老师留下好印象，往往被很多家长视为当
务之急。 于是，家长们绞尽脑汁给孩子“打提前量”，
进一步造成学前教育的恶性循环。

“童年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期，而是一段独特
的、不可再现的生活。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
认为，孩子自出生到 5 岁，在智慧、情感、意志和性
格诸方面从周围世界中摄取的，要比他 5 岁之后所
摄取的多许多倍， 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起
决定作用的是他的童年。

管：要建立督导与问责制度，责令违规
幼儿园限期整改

其实，对于当前幼儿教育的走偏，教育部门并
非没有觉察。 教育部早在 2011 年就下发通知，要求
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 去年又专门印发《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倡导正确的幼教途径与
方法。 近日，上海市教委还出台新规，全市小学一年
级新生将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以扭转家长学前
教育的观念误区。

不过，有专家认为，要根治幼教小学化的老问
题，仅靠指导性的文件显然力度不够。 “要严禁一切
形式的小学入学考试，规范小学招生程序，更不能
将各种竞赛成绩作为招生的依据。 ”他认为，教育行
政部门还要定期对“小学化”现象进行专项检查，对
违反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整改。

记者注意到，《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
对老师的素质作出明确规定， 包括尊重幼儿人格、
尊重个体差异、注重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培养幼儿
的想象力等。 “这些要求比教会孩子算数、识字的要
求更高，更考验老师的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 ”一位
学者表示，加强师资培训是幼教纠偏的重要措施。

此外，加强对学前教育的立法也迫在眉睫。 朱
永新等学者都曾建议制定学前教育法。 据悉，教育
部已全面启动学前教育法起草工作。

“要建立学前教育的督导评估与问责制度。 ”朱
永新还建议，“将各级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职责及
落实情况、规划实施、经费投入与教师编制、待遇、
培训、队伍建设情况等，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教育行
政管理部门及其领导的重要内容。 ”

编辑点评：幼儿是人生的开始阶段，在人的一
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
看老。 0-6 岁是大脑发育最迅速，可塑性最强的时
期，对人的未来一生将产生深远影响。 令人担忧的
是，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现象在中国很多幼儿
园愈演愈烈。 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幼儿教育小
学化，但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升学压力还是被过
早地传递到几岁的孩子。

这是中国教育之痛，更是中国社会之悲。 要改
变这种现象， 仅仅依靠教育部门已经远远不够，政
府和全社会必须共同努力，特别是要加快进行幼儿
教育方面的立法工作。

北京市房山区：召开中学教育教学工作会
本报讯 2 月 20 日 ， 北京市房山区教委召开

2012-2013 学年度第二学期中学教育教学工作会。 区
教委副主任米忠诚，区教委中教科、区教师进修学校
相关负责人，各中学校长、教学副校长、德育副校长共
23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上学期工作， 并明确了 2013 年
中学教育教学和教科研的工作重点，着力推进课堂质
量提升项目，依据课改要求，有效整合各项管理制度，
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课程建设，完善
艺术教育，完善学校文化建设。 深化课堂教学，深化向
学生发展聚焦，深化考试评价研究，深化课程改革一
体化。 （方祥华）

北京市平谷区：
300台“电子黑板”走进课堂

本报讯 2 月 21 日，北京市平谷第五小学全体任
课教师共同接受了电子教学系统———“电子黑板”使
用的专项培训。 300 台“电子黑板”将于近日“上岗”。

据悉，自 2011 年开始，平谷区 27 所中小学陆续
配备近 500 台交互式“电子黑板”，它集成了投影机、
电子白板、液晶电视、电脑等诸多设备功能，加上特殊
的书写软件，使教育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活泼、轻松愉
快。300 台“电子黑板”走进各中小学课堂，将进一步推
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 （李晓圆）

河北省鹿泉市：
评出“感动鹿泉十大教育人物”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鹿泉市评出 2012 年度“感
动鹿泉十大教育人物”。 该市扎根农村教育，敬业奉献
的梁素凤等十位教育教学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获此
殊荣。 鹿泉市教育局局长贾建祥说：“举办这项评选旨
在发现感动、传播感动、共享感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
重教、歌颂情感、倡导真善美的氛围。 ”

据悉，本项评选活动创办于 2010 年，是鹿泉市教
育局提升教职工职业幸福的系列举措之一，评选出的
十位教师将享受每年一次的度假疗养待遇。 （叶飞）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2 月 25 日，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明熙

小学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六（2）班的留守学生罗欣宇和
另外 9 名留守学生每人领到了一个爱心大礼包，包括爱
新书包、笔袋、课外读物等。 据了解，全区中小学 3961名
留守儿童，全部按时到校上学，没有一个辍学或流失。

早在寒假，全区各中小学就按照区教育局的要求
组织访万家活动，抓住留守儿童父母回家过年的有利
契机，组织 3000 多名教师对 5.2 万名中小学生进行全
覆盖家访，家访重点对象是留守儿童父母，向他们介
绍孩子在校情况， 对他们配合学校教育提出要求，增
进家校教育合力。 区教育局还统一印制了 5.2 万份新
年贺卡，里面不仅有致家长一封信，还有对孩子的肯
定评价，以及对学生和家长的新年祝福，让每一个家
长都倍感温馨。 （通讯员 马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教育局：
免费举办篮球培训班

本报讯 今年寒假，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教育局面
向中小学生免费举办篮球培训班， 并进一步明确了部
分直属学校的免费开放体育场所和开放时间。 教育局
免费举办篮球培训班和开放部分体育场所， 旨在全面
实施“体育、艺术 2+1 项目”工程，丰富学生寒假期间学
习和生活， 引导和鼓励广大中小学生积极参加形式多
样、健康向上的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 （孙国荣）

山西省绛县教育局：
2013年全力抓十件大事

本报讯 日前， 山西省绛县教育局 2013 年着力
抓好的“十件大事”公布，根据教育部的安排部署，并
结合实际情况， 绛县教育局确定的 2013 年十件大事
包括：一是公开招聘一批事业心强、品学兼优的大中
专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担任教师； 二是投资千万元，
完成 21 所中心幼儿园项目建设； 三是巩固深化新教
育十个项目建设；四是聚焦课堂，推进课改，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五是突出艺术校园建设，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六是坚持依法治校，创建法治校园；七是狠抓科研
兴教，切实加强教研队伍建设；八是创建平安和谐校
园，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九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十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走综合
办学之路。 （特约通讯员 苗宝泉）

湖北省孝昌县：1800万助推学生营养改善
本报讯 “全年计划投资 1800 万元，新建及改扩

建食堂面积 16000 平方米， 建成之后将彻底解决 35

所长期保留的学校没有食堂及食堂面积不足等问
题。 ”这是日前湖北省孝昌县教育局加快食堂建设步
伐、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的重要举措之一。

据悉，该县今年将采取“配备工作人员，坚持‘公
益性’和‘非营利性’；加强培训指导，提高食堂人员素
质；加大投入力度，改善食堂硬件设施 ；严格规范管
理，提升食堂管理水平；做好信息公开公示，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完善健康监测，全面促进学生成长 ”等措
施， 科学有效地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学生健康水平，推动
学校后勤保障健康、和谐、持续发展。

（特约通讯员 周新超）

江西省泰和县：中小学教师寒假充电忙
本报讯 寒假期间，江西省泰和县中小学教师积

极参加省中小学教师第二阶段名师网络指导研修，呈
现一片“寒假忙充电”的景象。

据悉，本次研修由省名师网络研修工作站联盟组
织实施，内容丰富，任务适中。 其内容包括选择名师工
作室、分享网络资源、发表研修日志、参与论坛讨论、
撰写研修总结、制作微课等。 通过研修活动，引导教师
反思教育教学工作，促进自身专业成长，引领教师过
一个愉快、健康、文明、充实的寒假。 （通讯员 肖瑞平）

天津市静海七中：着力高效课堂建设
本报讯 新学期伊始，天津市静海县第七中学邀请

全国著名语文教学专家刘建始走进该校课堂指导，着力
进行学校高效课堂的打造。 刘建始就语文学科改革与学
校领导层及语文学科教师进行了深入座谈，静海县第七
中学近百名教师及中层领导参加了此次活动。

座谈会上，刘建始针对高效课堂建设、学校管理、
语文学科改革、阅读与写作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与
学校教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同时解答了教师们在课
改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于京平）

重庆市几江中学：
体验同课异构 打造高效课堂

本报讯 2 月 22 日， 重庆市江津区教委主任助
理、教科所副所长刘小红，山东茌平县教研室副主任
靖恒海，河北省廊坊市第十一中学名师郭建广，重庆
市渝北暨华中学名师苗雪娇等一行走进重庆市江津
几江中学，开展同课异构活动，旨在打造“高效”课堂
模式，助推教师专业化成长。

郭建广和苗雪娇分别与几江中学的罗晓艺和程
玲老师进行了同课异构活动，靖恒海针对示范课做了
精彩的点评，并对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唐海霞）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
专家讲座助力师生幸福

本报讯 2 月 23 日上午， 美国精神病学专家保
罗·迪森（Paul Desan）和英国牛津大学大学客座教授
马克·塞顿（Mark Setton），在北京市第十九中学为全
体教师做了一场主题为“幸福人士的七个习惯———现
代心理学与中国哲学”的讲座。 北京市海淀区心理教
师服务队和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心理专业委员会成
员单位的教师共 80 余人受邀前来聆听。 讲座融合了
中国儒道对于幸福、美德的观点及来自生理学、营养
学等各方面的成果，通过浅显的实例从哲学、心理学
方面解答了关于幸福方面的问题。

（通讯员 李牧）

山东省临朐县特教中心：
确保残障学生放心入学

本报讯 开学在即，为给残障学生营造安全温馨
的学习环境，2 月 21 日， 山东省临朐县特殊教育中心
学校采取多项措施，上好“安全开学第一课”，确保残
障学生放心入学。

该校安保科对学校的楼梯、门窗进行安全隐患排
查，检查学校的灭火设备与消防设施，并对校园视频
安防监控系统进行调试， 总务处对取暖设备进行检
修、试压，确保残障学生安心入学；生活科检修食堂设
施，对学生的餐具进行清洁消毒，备足生活用品，确保
学生吃上“安全营养餐”；教导处检测班班通设备，并
备足备齐学生新学期的学习用品， 让学生放心入学；
另外，办公室利用飞信提醒家长做好孩子开学前的收
心工作，让学生开心入学。 （通讯员 秦艳华）

湖南省沅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大
型元宵灯谜游艺晚会

本报讯 为营造元宵佳节喜庆氛围，丰富青少年
的寒假生活。 2 月 24 日，湖南省沅江市青少年学生校
外活动中心举行了大型元宵灯谜游艺晚会，2000 多名

中小学生和家长参加了晚会。 晚会由沅江市团委和沅
江市教育局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

7 点正， 晚会在沅江市政通小学 6 年级学生的独
唱声中拉开序幕，孩子们表演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
目。 获得了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猜灯谜的青少年开
动脑筋， 争相把自己的答案记下来送到工作台核对。
参加活动的孩子们无不热情高涨，兴致盎然，尽情地
享受着节日的欢乐。 （通讯员 谢乐夫）

山东省东阿县第二实验小学：
传统文化进校园

本报讯 近日，“中华传统文化进校园教育工程”
在山东省东阿县第二实验小学启动。 这项工程是由中
国孔子基金会、山东省文明办、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举办的。

近年来，东阿县第二实验小学秉承“特色立校、浸
润人生”的办学理念，提出了“用特色经营学校，用发
展提升品牌，用真心发展教师，用真爱教育学生，用真
情服务家长”的目标，紧紧围绕“地域文化奠基础，校
本文化添生机，精神文化塑形象”这一主线 ，开展了
“国学经典”、“四德教育” 为主要内容的主题班会、主
题队会活动。 （李国富）

重庆市永川区万寿中心小学：
认真上好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 寒假归来， 学生对新学期还有些不适
应，万寿小学为了尽快让学生融入新课堂，要求教师
和学生认真上好开学第一课。 总体要求，一是促进学
生在新的学期开心上课，积极上课。 二是培养学生的
上进心。 三是培养学生关心集体的精神。 四是要求学
生要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通讯员 文世奎）

山东省临沭县进修学校：师生勤俭过节
本报讯 “从我做起 ，今天不剩饭 ，要做 ‘光盘

族’，大家一起拒绝‘剩宴’! ”寒假前夕，山东省临沭县
进修学校“光盘行动”倡议一发出，就得到了学校师生
的积极响应。

为增强师生文明节俭意识，该校开展了“节约粮
食，从舌尖上做起”宣传教育活动，依此创建节约型校
园。 让节俭成为师生自觉的生活习惯，让师生勤俭文
明过节。 （通讯员 黄瑞杰）

筅校园新闻

茛图片新闻
� 2 月 24 日，安徽省蚌埠供电公司的
十多名青年志愿者带着灯笼、元宵、学习
用品等慰问品， 来到蚌埠市美佛尔学校
玉树班看望这里的玉树孤儿， 与他们一
起共度元宵佳节。

牛 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