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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贵阳市达德学校公布

“2018阅动达人” 活动会徽征集大赛

评选结果揭晓。 最终，该校三（1）班的

屠禛珩同学的设计脱颖而出。

据介绍，为鼓励学生以书为友，养

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贵阳市达德学校

在今年 3 月启动了 “2018 阅动达人”

系列活动。5月 11日起至 6月 2日，达

德学校面向全校师生征集“2018 阅动

达德”优秀会徽。实习记者 邓丽娜 本

报记者 孙维娜

严凤平强调，每个年龄阶段的

孩子，其生理、心理特征不一样，为

让性教育更有针对性，宜结合孩子

的年龄特征。

2至 6岁阶段：与孩子谈性，宜

针对孩子的性好奇。 此年龄段的孩

子以自我为中心，感觉世界总是围

绕着他们转，所提的问题会让家长

觉得特别幼稚。 比方说，孩子可能

会指着自己的生殖器问： 这是什

么？ 为什么你的比我的大？ 家长回

答孩子的这类提问需把握一个原

则：诚实不欺骗。

例如， 家长可以这样回答：这

个东西叫阴茎，你是孩子所以比较

小，等你长大了，阴茎也会一起长

大。 当然，家长可能又会顾虑到另

外一个问题———孩子会不会在公

共场合说“阴茎” 这个词呢？ 家长

可以适时向孩 子 提 出 新 的 要

求———如何让孩子保护隐私。

6至 12岁阶段： 与孩子谈性，

宜围绕接纳、尊重等关系。 此年龄

阶段的孩子，其心智获得了长足发

展，逐渐摆脱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幼

稚化思维模式。 家长不妨利用孩子

的心理特点，让孩子懂得什么是关

系。 比方说，孩子可能会问：电视剧

中的两人为什么会接吻？ 为什么会

结婚？ 又为什么在一起就会生孩

子。

家长可以告诉孩子，因为两人

相爱了，他们相互喜欢对方，彼此

接纳与尊重，所以才接吻、结婚，有

了性的行为，然后才会生孩子。 并

且告诉孩子，这些事情要成年之后

才能做。

12至 18岁阶段：与孩子谈性，

宜针对性的知识和责任。 此年龄阶

段的孩子，生理上逐步进入成年阶

段，男孩子出现遗精，女孩子出现

月经初潮现象。 不过，孩子的心理

层面及社会决策层面没有跟上，导

致孩子的青春期有不断延长的趋

势。如果家长在孩子 2至 6岁、6至

12 岁两个年龄阶段性教育方法得

当，相应地会缓解孩子直面性方面

冲击的压力，因为当孩子在一个较

短的时间内爆发出性方面的问题，

自然会想到咨询家长这个渠道。 这

一阶段，家长可以告诉孩子性生理

健康方面的知识， 比如生殖健康、

避孕、预防性病、艾滋病等等。 同

时，告诉孩子，无论恋爱还是性，都

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家长可以

围绕某个主题，与孩子一起展开有

意义的讨论，切忌与孩子谈性时态

度生硬死板。 例如，家长千方百计

阻止孩子早恋，时而旁敲侧击时而

软硬兼施，倒不如先冷静下来听听

孩子的心声。

总之，与孩子谈性，是家长的

必修课。 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性观

念，了解性教育的重要性，思考性

教育的方法。 当家长无法解答孩子

的问题时，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查阅

相关的资料，不断学习。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深圳市心理教育名师严凤平做客微课堂时表示：

与孩子谈性 是家长的必修课

性，是个体一生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与孩子谈性，意义重大。 但是在现实中，家长对孩子的性

教育做得很不够。 有调查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的性知识 70%来自于黄色网站、三级片和成人网站，

仅有 1.32%的性知识来自家庭。家庭对孩子的性教育任重而道远。那么，为什么与孩子谈性非常重

要？ 家长又该如何与孩子谈性呢？

近日，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凤平老师做客微课堂

（由贵阳市袁章奎心理健康教育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以《如何与孩子谈性》为主题，和筑城家长

探讨这个家长话题。

与孩子谈性 好处有很多

“与孩子谈性，对孩子而言有

着重要意义。” 严凤平开篇强调说。

首先， 它会影响孩子对性的态度。

孩子对性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家长对性的认知和态度。 如果家

长认为性是美妙的、愉悦的、可以

谈谈的， 那么孩子也会这么认为。

相反， 如果家长认为性是肮脏的、

羞耻的、禁忌的，那么孩子也会这

么认为。

其次，它会影响亲子关系。 面

对孩子有关性的提问，家长可能会

有两种应答方式： 其一是镇定、直

接、科学的回答；其二是逃避、指责

式的回答。而家长不同的应对方式

会建立截然不同的亲子关系。

第三，它会有利于孩子保护自

己。家长对性的不同态度会影响孩

子对性的态度。

如果家长传递出的信号是：性

是美妙的、愉悦的、可以谈谈的，孩

子也会这么认为，从而，孩子认为

家长是值得信赖的，家长也就有机

会给予孩子有关性的正向引导，避

免孩子受到性侵害的风险。

第四，它有助于孩子的心理健

康。 有研究表明，孩子关于性方面

的冲突、性方面的创伤与其成年后

的心理问题有较大的相关性。

与孩子交流 记住这些准则

与孩子谈性，家庭不同、孩子

也不同，方法不可能完全相同。 不

过，科学地与孩子谈性，有些准则

是通用的。

第一，家长宜树立现代的性观

念。性是自然的，如同春天来了，树

要绿了，花要开了一样自然。 如此

一来，家长才有可能把性教育放到

阳光下和孩子谈。

第二，家长宜关注孩子的人格

教育。 性教育的核心就是人格教

育。 家长有必要告诉孩子：爱是要

有责任的，由真爱而生、负责任的

性是美好的。

第三， 家长宜保持一颗平常

心。 面对孩子有关性的提问，家长

不要一惊一乍， 应保持一颗平常

心。 家长的情绪越镇定、态度越自

然，越能打破性的神秘感，对孩子

的健康越有利。

第四，家长宜维持彼此亲密得

体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好，是给孩子最好的

教育。

夫妻关系亲密得体，孩子总能

在不经意间看到父母间的嘘寒问

暖、谈笑风生，孩子就会形成美好

爱情、幸福婚姻的印象。

孩子年龄不同 教育方式有异

应对就业压力

“虽然我是保研的，但仍然觉

得本科生毕业后应继续读研，现在

的硕士生、 博士生都随处可见，本

科生已经没有太大的市场了。 ” 刘

佳妮就是本着提高竞争力的目的

读研的，因此她在选择读学硕还是

专硕的问题上，几乎没有迟疑地选

择了专硕。 她觉得读研除了去学习

更多应用性的知识，就是能在学历

上比本科生多一重保障，而专硕恰

好符合她的要求，既不用去钻研学

术，又能保证自己的竞争力。

像刘佳妮这样为提高自己竞

争力而选择读研的不在少数，因此

为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选择继续

攻读研究生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对

学生来说也是一个缓冲，不用太早

面对社会中的工作压力，又能趁此

机会提升自己的学历。 除了这样一

个大众的趋势，据中国青年报社一

项调查显示，考研男女比例中女生

呈逐渐上升状态，这同样也跟就业

形式有关。

各大高校在每年 9 月份开始

便会有各大企业单价进校园招聘，

但供需不对等造成了很多本科毕

业生就业难的现象。 由于岗位需求

或其他一些原因，导致有些单位的

招聘对象更偏向于男性，面对严峻

的就业环境，女生更是变得没有竞

争力，因此提升自己的学历对于女

生来说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实现名校情节

考研对于本科生来说，是一个

选择，同时也是起点。 很多学生在

高考时不如意，就会在考研时多下

功夫，期望能在自己喜欢的名校攻

读研究生。 因此考研成为他们选择

的新起点， 增加了学历的同时，又

满足了自己的名校情节。

“我一直想考到武汉大学，这

是高中时就有的目标。 ” 大学四年

里都没有过实习经历的钟丽娇，从

踏进贵州大学开始就奔着考研而

来。 她要把高考时没有实现的武汉

大学放在研究生阶段。 因此她压根

没有考虑过工作或实习的事情，从

始至终都在为考研作准备。

像她这样的本科毕业生不在

少数，她身边还有很多冲着中国传

媒大学或南京大学去考研的同学，

大部分都是想从更高的平台毕业。

在各种原因的刺激下，多省报名人

数都呈现不断攀升现象。

就拿四川来说，2018年的有效

报名人数达到 119523 人， 相比

2017 年增长了 37583 人， 增幅为

45.87%； 对于河北的考研人数，

2018年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报考

人数突破 12 万人，比 2017 年增加

了 17525人，增幅为 17.0%。

为了更好发展

对于很多已经踏入社会工作

了的本科生，考研也逐渐成为他们

的选择，这种在职研究生满足了工

作、学习两不误的需求，因此很受

往届毕业生的喜爱。 随着多数人学

历的提高，在职的毕业本科生会感

到重重危机，有的人会选择通过读

研来增加薪酬，有的人是为了更好

的发展平台，甚至有些人只是为了

自己在市场中不被淘汰。 正是这种

高压的工作环境，导致考研大军中

往届本科毕业生越来越多，呈现增

幅明显趋势。

河北省在 2015 年至 2018 年

间， 往届毕业生考研人数逐年递

增，增幅度远远大于应届毕业生。

这是在 2017 年在职研究生纳入统

考后， 很多在职考生的积极性就

此空前高涨。 他们有的会选择就

本科阶段的专业进行考研， 但也

有很多为了应对工作， 选择跨专

业考研的人。

在今年考研专业中， 法学、金

融、 工商管理依然是热门专业，而

很多名校也成为考研大军的首选。

对于在职往届生来说，非全日制研

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的含金量相

差无几， 在能够继续工作的情况

下，自然会愿意选择去攻读非全日

制研究生。

王娅丽 本报记者 孙征康

考研缘何变得炙手可热？

近年来，考研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 不仅是应届毕业生会毫不犹豫

的报考研究生，往届毕业的学生也加入考研大军。 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18年考研报考人数达到 238 万，比

2017年增加 37万人，增长 18.4%。 其中应届考生 131万人，比去年增加了 18万人，往届考生 107 万人，比去

年增加 19万人，考研增加人数和增长率均为近年最高。

自研究生报考开始，贵州大学考点已经突破上限，由于报考人数太多的贵州大学不得不在报考人数饱

和的情况下关闭系统。 考研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日前， 贵阳市第二十二中学举办

了“2018 年文体艺术节·第 31 届秋季

运动会” ，同学们开展艺术、体育双重

竞技。

当天， 花环队的同学们随着昂扬

的运动员进行曲边走边舞动手中的花

环，彩旗队的男同学步伐稳健，彩旗飘

飘。 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排着整齐的

方阵队伍进入操场并接受老师们的检

阅，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喊着响亮的

口号、 显示出了同学们青春的蓬勃力

量。 方队进场的同时，也开始了各班级

文艺大比拼。 有的班级跳着戏曲操，有

的表演动感拉拉队舞蹈， 还有的班级

表演了竹竿舞。 欢快的音乐，优美的舞

姿，赢得同学和老师的阵阵掌声。

此外，操场边还摆放了同学们精

心准备的版刻画， 在观看体育竞技的

同时，还能到场边欣赏绘画。 这次大会

共选出各类竞技项目的个人和团体

一、二、三等奖，充分展示了贵阳市第

二十二中学同学们的竞技风采。

本报记者 李雯文

贵阳市达德学校：

“阅动达德”

创意会徽揭晓

贵阳市二十二中

举办文体艺术节

今年是少先队建队 69 周年，为培

养少先队员政治意识和吃苦耐劳的精

神， 由共青团贵阳市委贵阳市教育局

贵阳市少工委主办，共青团白云区委、

白云区教育局、白云区少工委协办，白

云区第八小学承办，贵阳市“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我是健康快乐好

队员” 暨贵阳市白云区第三届少先队

主题检阅式，日前在白云八小开展。

活动当天， 白云区第八小学从二

至六年级分别选出了 5 个 100 人的方

阵， 每个年级以联合中队的方式集结

在一起进行展示，活动分为三级报数、

升国旗、出（党团队）旗、唱队歌、市级

领导们检阅队员、分列式展示、呼号、

退旗等一系列规范的少先队检阅式流

程。其中展示环节，二年级联合中队进

行了文明礼仪操， 三年级联合中队进

行足球操， 四年级联合中队进行韵律

操， 五年级联合中队进行队形队列展

示走出一个“品” 字，六年级联合中队

进行队列变化走出五个圆， 代表了学

校 5 个团结的联合中队， 六年级联合

中队为庆祝建队日 69 周年走出六和

九的数字队列。 本报记者 李雯文

白云八小

举行少先队检阅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