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近日，重

庆市南开融侨中学的全体老师，也

走上了考场，成为考生。

据了解， 这场考试很严格，有

监考老师，还开了监控。 这是学校

首次举行教师期末考试，参加的老

师几乎涵盖了全校所有学科，以教

研组为单位，初中、高中的老师同

考一套题，统一进行闭卷、笔试。为

了确保考试成绩的含金量，有些学

科请外校的老师来出题，考试范围

不限于初中、高中教材，还有不少

原创题。

该校一名主任说，举行教师期

末考试的初衷是为了提升老师的

专业能力， 以考促学， 以考促教。

“题目很难，得高分不容易。 ” 一名

老师考试后如是说。 重晚

不管是幼儿园、小学、初中或

高中，每个阶段的孩子都有说谎的

情况，有的家长认为孩子说谎是一

件不可饶恕的事情，一旦发现就恶

语相向，甚至打骂。 有关专业人士

表示， 孩子没有大人那么复杂，他

们说谎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很严

重的事情，家长需要做的，就是了

解孩子说谎的前因后果， 对症下

药，才能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

说谎遭打 孩子不爱说话

贵阳市民张女士的女儿小敏

（化名）10 岁上小学四年级时，每

次考试都在班级前十名，性格活泼

外向。不过有段时间她发现她女儿

不爱学习，回到家就看电视。后来，

张女士从老师那里了解到，小敏的

成绩已滑落到中下了。 期末考试，

张女士知道成绩后，就问小敏考了

多少分，结果小敏撒谎。 张女士感

到恨铁不成钢，抓住女儿就是一顿

暴打。

此事发生后，张女士慢慢发现

女儿不是那么活泼开朗了，也不怎

么爱说话。张女士才反思自己的行

为，觉得很后悔，不该对女儿动粗。

想解问题 家长要学会理解

对于孩子说谎一事，铜仁市思

南县坝竹幼儿园的田老师表示，园

里的孩子绝大部分都对老师撒过

谎。 面对孩子说谎，田老师都会先

听他们说完，然后再分析孩子说谎

的原因，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田老师说，孩子在说谎时会有

愧疚感，在没有必要说谎时，孩子

是不会用谎言去伪装自己的，所以

还需要父母理解孩子，与孩子进行

沟通。 在沟通时可以直接阐述事

实， 让孩子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家

长不要一味指责，要对孩子犯的错

误表示理解，不要抱怨；这样孩子

也会慢慢把“心事” 告诉父母，而

不是用谎言来逃避责罚。

最重要的，父母要用安慰来代

替说教，因为孩子在说谎时一定有

担心和恐惧的心理活动。比如不想

去学校的孩子，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学校的生活或者和同学相处不愉

快， 更严重的可能曾经受到了伤

害，与其教训不如安慰孩子，表示

出对他的理解和同情，并帮助孩子

解决问题。

找到原因 再对症下药

贵阳学院副教授、心理学专家

叶国萍老师说， 当发现孩子说谎，

不能听之任之， 更不能大打出手，

大人需要做的是认真分析，找到根

源对症下药。

叶老师告诉记者， 孩子说谎，

主要是两方面原因： 一是模仿，即

父母的言传身教可能存在不良示

范作用。有些家长答应了孩子的愿

望， 却又一次次的无法实现诺言，

久而久之， 孩子也学会了撒谎；二

是父母或老师要求过于严厉，缺乏

良好沟通，孩子迫于压力，采用撒

谎的方式逃避批评与处罚。大多数

孩子习惯撒谎主要是出自这方面

的原因。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

先反思自己平时的言行是否得体，

如发现自己有撒谎哄骗孩子的习

惯，必须下决心改变，这样才能给

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让孩子知道

撒谎是不对的。

有时候，孩子犯了错误，内心

已经很自责，如果家长再大骂他一

顿， 那么孩子就更不会说真话了。

如果孩子和大人的交流很轻松，在

孩子说出自己的错误后， 家长、老

师能心平气和地分析孩子犯错误

的原因， 且提醒他今后如何改正，

面对孩子很自责的情况再安慰下

孩子，这样孩子就不会撒谎了。

叶老师建议,家长或老师一定

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设想一下，要

认真考虑孩子的合理需求是什么，

同时也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不要将

大人的标准百分百地施加到孩子

身上。

安洪锋 本报记者 孙征康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2019年 1月 21日，由艾瑞深中

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 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的《2019中国大学评价研

究报告—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校友

会版）》最新公布校友会 2019中国

两岸四地大学排名 500 强、2019 中

国大学分档次排名和 2019 中国各

省市区大学排名等榜单。 榜单显示，

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医科

大学雄居 2019 年贵州省大学排名

前 3强，贵州大学居 2019贵州省大

学排名第一， 晋升中国高水平大学

行列。

报告显示，在最新校友会 2019

中国大学排名中，贵州大学、贵州

师范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州民

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遵义医学

院、贵阳中医学院、遵义师范学院、

贵州师范学院、贵阳学院、贵州理

工学院位列校友会 2019 贵州省大

学排名前 10强。 在最新 2019中国

两岸四地大学排名和 2019 中国大

学星级排名中， 贵州大学等荣膺

2019中国四星级大学，跻身世界知

名、中国高水平大学行列，提前完

成“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问鼎 2019

贵州省独立学院排名首位。 在最新

校友会 2019中国独立学院排名中，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贵州大学科技

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贵州

财经大学商务学院、 贵州民族大学

人文科技学院名列校友会 2019 贵

州省独立学院排名前 5强。

在校友会 2019 中国民办大学

排名中，茅台学院名列校友会 2019

贵州省民办大学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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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 通知要求， 小区配套幼儿

园，应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

办幼儿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不得办成盈利性幼儿园。

《通知》要求，城镇小区没有

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规划配套幼

儿园或规划不足，或者有完整规划

但建设不到位的， 要通过补建、改

建或就近新建、置换、购置等方式

予以解决。 已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

园未移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应

限期完成移交，对已挪作他用的要

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收回。小区配套

幼儿园应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办

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

园， 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通

知》针对上述各项问题的整改任务

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通知》明确，成立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小组， 组长

由协助分管教育工作的国务院副

秘书长担任，成员由教育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 民政

部、 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负责同志

组成。 各地要参照建立相应工作

机制， 明晰各项工作的主责部门

及配合部门，建立联审联管机制，

切实把摸底排查、 全面整改等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

《通知》强调，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要认真制定治理工作方案，

明确治理步骤， 细化工作分工，

压实部门责任， 完善治理举措。

对在治理工作中发现的造成学

前教育资源严重流失等失职渎

职行为和违法违纪案件，要依法

依规追究责任。 据新华社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校友会版 2019年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出炉：

贵州大学 当仁不让排贵州第一

近日，有学生家长反映,称自己

的孩子就读于山西晋城寄宿制民办

学校凤兰学校， 孩子上到高二了才

发现没有学籍， 未来将无法领到毕

业证、无法参加高考。

据了解， 凤兰学校没有学籍的

学生超过百人，当地教育部门称，学

籍问题也暂时无法解决。 为什么学

生没有学籍？ 凤兰学校到底有什么

问题？ 引发人们诸多猜想。

其实，从去年 11 月起，就有学

生报名参加毕业前的会考、 被要求

填写学籍号时，发现自己没有学籍。

学生家长刘先生赶到教育局查询，

结果显示， 晋城市教育局系统中也

没有自己孩子的学籍。随后，家长们

去教育局查档案， 发现凤兰学校上

百个学生都没有学籍。

凤兰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校学生没有学籍的情况之前每年都

有，每年也都“妥善” 解决了问题。

针对今年的情况， 学校正在和家长

沟通，寻找解决方案。

不过，有家长透露，学校所谓的

解决方案就是“学籍没有办法补救，

学生可选择转职高、 或者以社会考

生方式报名参加高考” 。 对此，学生

家长普遍难以接受。

晋城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称，

晋城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现

在追究责任，肯定要追究，追究学校

的责任，追究教育局的责任，但是这

个事实现在已经发生了， 目前正在

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关于

凤兰学校应招生规模和超额招生等

情况，并未做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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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高考

上百学生学籍失踪

小区配套幼儿园 不得办成营利性

名次 学校名称 全国排名 星级排名 办学层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贵州大学 108�����4星级 中国高水平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220�����2星级 区域高水平大学

贵州医科大学 348�����2星级 区域高水平大学

贵州民族大学 350�����3星级 区域一流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364�����2星级 区域高水平大学

遵义医学院 367�����2星级 区域高水平大学

贵阳中医学院 380�����3星级 区域一流大学

遵义师范学院 508�����1星级 区域知名大学

贵州师范学院 523�����1星级 区域知名大学

贵阳学院 604�����1星级 区域知名大学

事发山西晋城， 学生和家

长担心无法参加高考

为了让小记者们玩得开心， 在农

历新年到来之前，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准备了 “探秘海洋馆” 、“老少同乐迎

新春”两场活动。 不想呆在家里，想和

小伙伴一起玩的小记者还等什么，赶

紧来报名吧。

据了解， 本周六举行的海洋馆探

秘， 小记者们将以小组为单位， 走进

“热带雨林区” ，了解相关知识，并向

游客做介绍，当一回海洋环保宣传员。

还会参与到海洋馆研究水质的监测

中，知晓其背后的作用和意义。 最后将

前往白鲸馆， 近距离观看白鲸的精彩

表演。

下周二， 小记者团将走进金岭社

区，给社区爷爷奶奶送祝福，共同迎新

春。 唱歌，跳舞，书法，写春联，朗诵诗

词等皆可， 活动将为有才艺的小记者

提供表演舞台。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延伸阅读

探秘海洋世界

活动时间：1 月 26 日（星期六）下

午 14：30—16:30（14:00开始签到）

活动地点： 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

世界

招募对象：40组小记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

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复“海

洋世界 +姓名 +学校 +年级 +电话”

老少同乐迎新春

活动时间：1 月 29 日（星期二）下

午 14:00—16:30（13:30开始签到）

活动地点：观山湖金岭社区

招募对象：20组小记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

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复“老

少同乐 +姓名 +学校 +年级 +电话”

孩子爱说谎 家长要对症下药

★教育面对面

重庆一中学老师 集体参加闭卷期末考试

晚报小记者团

过年前有两场活动

高中阅读理解题

原作者只得 6分

总分 20 分，作家向学生致歉

“一切‘祸害’ 都非我的本意，向

苏州全体高二学子致歉。 ”

原来， 在刚结束的苏州高二年级

语文统考中， 有一道现代文阅读理解

题目， 文章摘选自王亚的散文 《清

明》，而由于最终的标准答案太难，有

学生考后通过微博直接联系上了王

亚，并请她作答，而率性的王亚也很快

作了回应。没想到标准答案出来后，20

分的题目，王亚也仅仅拿到 6分。

有意思的是， 得知王亚也仅考了

6 分的不少苏州学生， 事后却成了王

亚的“粉丝” 。 “现在微博粉丝一下增

加了 200多，几乎都是苏州的学生。 ”

王亚告诉记者，那时还没出答案，觉得

好玩，就作答后发了过去。

通过聊天记录看到， 苏州的这名

学生估计是在考试时遇到了很大的困

惑。 “我很好奇原作者做考试题时是

什么感受。 ” 该名学生为此还特意将

20 分的阅读理解题目拍照并发给了

王亚。而率性的王亚也哈哈一笑，并随

后将自己的答题发给对方。 在感受到

做题的不易， 王亚特发微薄向学生致

歉，让学生感到亲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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