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了， 除了要关注校园安

全，交寒假作业对学生来说也是一

件大事，一些没完成作业的孩子有

点慌了。 不过，安徽合肥第 42中学

出现了这样的通知：“没有按时完

成假期作业的学生，可通过打欠条

的形式缓交，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心

态面对新学期。 ”

校校长戴鹏程表示， 虽然 95%

的同学都能完成作业，但是总会有

5%的同学存在作业拖欠的情况。 为

了给学生们减压，学校采取了柔性

措施。 一般采取通过缓交的方式，

可能有的同学缓交两周，甚至开学

一个月内，只要完成都予以认可。

据《中央电视台》

“我不想开学，作业很多，也没有时

间玩了。 ” 在接受采访时，贵阳某小学一

名三年级的小学生如是说。 她内心焦

虑，不愿开学，开学第一天，她十分紧

张。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新的一学

期， 中小学生通常是表现得更为抵触，

有开学综合征的人不少。 而大学生表现

得更为淡定。 贵州大学一名男大学生告

诉记者，他没有开学综合征，寒假在家

的时候，每天都是玩电脑打游戏，十分

颓废，到学校里面就要积极很多，可以

和同学朋友们一起玩耍，很是开心。

在谈到寒假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时，一名小学生告诉记者，她创造了一

个奇迹，就是在开学报名前一天晚上完

成了所有的假期作业。

一名小学老师告诉记者，不少中小

学生放寒假后， 就完全地放飞了自己，

没有了老师的监督，随心所欲，每年睡

到自然醒，醒了就看电视，玩手机，或是

外出旅游， 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一

旦重返学校，就必须早起，服从老师监

管，晚上要做作业，一时难以适应，从而

出现头痛、失眠、心慌等症状，也就是大

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 面对孩子这种状

况， 家长要和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疏

导孩子的情绪， 告诉孩子这都是正常

的，无需紧张，适应一段时间就自然缓

解了。 学生自己也要及时调整，尽早适

应开学的生活，放下手机和游戏，进入

学习状态。 实习生 阙沁柳

2 月 25 日，环西小学的孩子们走进

校门就看到小猪“佩奇” 手拿着一张高

铁票，即将登上列车，向梦想出发。

当天上午 8:30，全校师生齐聚在操

场上， 参加开学典礼。 “重安全， 讲文

明” ，随时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典礼上

特别邀请到市西派出所的周警官、 交警

支队的郎警官，为同学们进行安全教育，

叮嘱同学们严格遵守校园安全、 交通安

全和公共安全。 本报记者 谢孟航

教育部、发改委、住建部等五部委召开座谈会———

2019���年2月27日 星期三

教育成长

JIAOYUCHENGZHANG

A

12

编辑／版式 贺孝瑚 校对／缪恺

2 月 25 日，教育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

部、自然资源部等五个部门召开城

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座谈

会，推动各地积极稳妥、扎实有效

地做好治理工作。

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郑富

芝指出，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治理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是贯彻落实《关于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

干意见》 的起步之举和重要措施。

要顺利实现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

普及普惠目标，扩大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供给是根本，抓好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建设和规范管理是关

键。做好治理工作，要做到三个“不

动摇” ： 一是坚持学前教育公益普

惠的基本方向不动摇，让人民群众

的子女“有园上” 、“上得起” 。 二

是坚持公办民办并举不动摇，充分

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

用，既要大力发展公办园，也要鼓

励支持更多的民办园提供普惠性

服务。 三是坚持积极稳妥推进治理

工作的决心不动摇，小区配套幼儿

园是公共教育资源，国家关于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政

策规定是明确的。

郑富芝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

治理政策，依法依规办事。 一是依

标配建，规划不到位和建设不到位

的， 要按照国家和地方的配建标

准，通过补建、改建或就近新建、置

换、购置等方式予以解决。 二是如

期移交， 未移交的应限期移交，已

挪作它用的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收

回。 三是规范使用，小区配套幼儿

园移交后，各地可根据当地普惠性

资源的布局和供给状况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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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富芝强调，要按照国家和地

方的相关政策规定，认真制定整改

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程

序，制定实施细则，充分利用好督

导手段，加强对摸排、整改环节的

监督和评估，平稳有序地推进治理

工作，做到摸排做到位、操作做到

位、整改做到位、监管做到位。

会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资源

部等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分别就做

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摸底排查、

扩大城乡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

强民办园分类登记管理和非营利

民办园监管、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建设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等方

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部分地方教育

部门、住建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前

期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

工作的经验做法和成效。

有关专家从学前教育事业的

公益普惠属性和小区配套幼儿园

的公共服务设施属性的角度，阐述

了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

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合新华社、教育部官网

小区配套幼儿园 必须限期移交

“孩子加入合唱团，学会了好

多好听的歌曲、学会了识谱、交到

了好朋友、学会了克服恐惧。 作为

孩子的家长，我现在都成了孩子的

头号粉丝。 ” 送走了收获满满的

2018 年，华音堂·贵阳晚报少儿合

唱团 2019 年春季招新正在进行

中。 见证了孩子的成长与进步，老

团员家长聊感受，为即将到来的新

学员考核支招。

“涂着亮亮的口红，披着长长

的卷发，2019 年 1 月 16 日上午，

四岁半的女儿第 29 个登场。 她稳

稳的走上舞台，自信、响亮的唱起

《我知道你的迷惘》， 一下就吸引

了观众和评委的目光。 谁能想到，

四个月前，她第一次上课，面对陌

生的环境， 一直不肯松开我的手，

我一离开教室便大哭不止。 ” 说起

女儿的进步，李思妍的妈妈感触颇

深。她告诉记者，刚开始的几堂课，

她成了特殊团员，每次都进教室陪

女儿上课。 “现在她能独立上课，

回家后还能快乐地歌唱，令我很是

欣慰，合唱团真是来对了。 ”

“希望报名参加选拔的小朋友

和家长们能够以平常心对待，让孩

子开心快乐地经历选拔，而不是把

它当成一次“严肃” 的考试。 当然

在准备歌曲方面建议选择孩子熟

悉、能够整首演唱的歌曲，注意礼

仪台风，剩下的就交给孩子吧！ 咱

们家长能做的就是给孩子鼓励加

油！ 因为无论结果是什么，只要孩

子经历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

田欣愉妈妈说。

“我知道很多家长和孩子为

了准备报名都有点 ‘小紧张’ ，在

这里，我想给各位家长和孩子几个

小建议。 ” 吴晨旭老师表示，首先

是要放轻松，心里想着，不是来比

赛的，就是来开心唱歌的。 接下来

是选择歌曲尽量贴合孩子声线，不

宜过高过低。 歌曲类型不限，只要

孩子喜欢、能唱就行。重要的是，在

唱歌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展示出

孩子们童真、美好的一面。

本报记者 孙维娜

一旦进入大三，很多同学退出

了学生会和社团，无论学习还是生

活，都很迷茫，很多学生就陷入玩

手机、打游戏、睡懒觉的颓废中。

确定目标 提升自我价值

贵州大学文学专业大三学生

董长虹说， 到了大三这个阶段，很

多事都让她很迷茫，不知自己该如

何面对未来， 是找工作还是考研，

面临两难选择。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左燕

老师说，很多大三学生之所以感到

很迷茫，无非是面临考研还是工作

的选择问题。 考研是一大趋势，很

多单位的敲门砖都是 “硕士及以

上” ，所以在无特殊情况，自己又

有心思学习时，考研确实是个不错

的选择。 如果选择了考研，就要朝

着这个目标一直奋进。如果实在不

想考研，就做好找工作的准备。 到

了大三，应该尽快制定好今后的职

业规划，确定自己首选的职业和行

业， 然后就这方面的知识进行学

习，以免到单位上班后才发现自己

知识匮乏。

找过来人 学习实际经验

贵州大学新闻学 161 班班主

任张波对记者说，如果大三的学子

此刻正处于迷茫期，建议多和学长

学姐沟通交流，因为大三学子此刻

经历的选择困惑，他们几年前都经

历过，相对来说他们比较能够客观

看待。比如说，想考研，就去问问已

经研究生毕业工作了 2 至 3 年的

过来人， 让他谈谈读研时的生活、

研究生毕业后找工作的经历以及

对现有工作的满意度，你才知道这

种生活是否是自己想要的，进而决

定到底是找工作还是继续深造。想

立即上班，就找类似经历的过来人

请教。 在向别人请教时，不能只看

到那些光鲜的一面，也要看到光鲜

背后所需承受的东西，这样才不至

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张波老师说， 很多同学之所以

感到焦虑，是因为想得太多而做得

太少。 在时间规划上，张波老师建

议，先动起手来，随便做点什么都

好，让自己忙起来。在忙起来之后，

那么需要分清楚主次，分清事情的

优先级， 有些事情是阶段性的任

务、见效快，有些事情是长期性的

任务、见效慢，而人总是倾向于短

时间内得到正向反馈，所以极有可

能忍耐不了那种长期性任务的挑

战，这时候就需要跳出自己的舒适

区，不要满足于肤浅的即时满足。

安洪锋 本报记者 孙征康

华音堂·贵阳晚报少儿合唱团 2019年春季招新报名倒计时 2天

老师和老团员家长 为新团员支招

★相关链接

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18 日

起至 2019年 2月 28日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贵阳华

音堂艺术学校 （贵惠路财经大学

第一教学楼三楼）； 电话报名：

18185077611

� � � �招收对象： 喜爱歌唱的 5-15

岁少年儿童

选拔时间：2019 年 3 月 3 日，

早上 9:30�开始

定座费：100 元 （按时参加选

拔比赛后当场退回；只为确保参加

选拔人员的时间不被浪费）

选拔地址：贵阳华音堂艺术学

校 （贵惠路财经大学第一教学楼

三楼）

选拔内容：A、 演唱任意一首

歌曲（无需伴奏，三分钟以内）；B、

模唱短小旋律

上课时间：每周日一次，每次

两节课， 每节 60�分钟， 每次 120

分钟，假期若有集训加课，时间另

行安排

课程设置：合唱、乐理、视唱练

耳

招收人数：80�人

录取方式：由专家对考生进行

综合评分，择优录取

备注： 此合唱团为半公益团

体，每学期仅缴纳 960 元基础设施

费（含场地费、水、电费等）

咨询电话 ：0851-85666929、

18185077611

报名时间 2月 28日截止 喜欢唱歌的小朋友赶紧报名

2月 25日，在贵阳二十九中、阳

光幼儿园沙南辖区绿苑中学和绿苑

小学附近， 沙南社区城管执法队员

正在对校园周边车辆乱停乱放、随

意摆摊设点等行为进行全面整治。

当天，随着师生陆续返校，校园

周边的占道经营、 流动设摊等现象

又有所“抬头” 。 摊主卫生意识差，

不仅给学生饮食安全构成威胁，还

存在着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截至当天下午 4 时， 沙南社区

城管队员共清理校园周边无照经营

行为 20 余起，规范门面延伸占道经

营行为 10 余处，劝导乱停乱放车辆

15 辆，清理乱堆乱放 20 余处，没收

培训类非法小广告 2000余张。

据沙南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王

冬介绍， 此次针对辖区学校周边流

动摊贩的整治工作将持续到 3月 30

日，按照学校上课时间，每天开展三

次集中整治行动， 对辖区内所有学

校及周边实现全覆盖。与此同时，社

区城管部还采取错时上下班、 夜间

执勤等方式，预防流动摊点、占道经

营回潮现象， 确保校园周边环境秩

序良好。 邵志红 赵松

沙南社区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教育面对面

进入大三多迷茫 听听师兄师姐怎么说

日前，记者从贵州省教育厅获悉，为

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强化师生安全意识，

省教育厅将在全省开展以 “讲安全故

事、创平安校园” 为主题的安全教育征

文活动， 全省教育系统广大师生及社会

各界均可参与。

征文围绕“讲安全故事、创平安校

园” 主题，可以是对身边发生的公共安

全事故或公共安全隐患的观察与思考，

也可以是对自己亲历事件的感悟， 还可

以对公共安全与构建平安校园发表议

论。 题目自拟，体裁不限，但必须紧扣主

题，字数控制在 3000 字左右。 参赛作品

必须原创，无抄袭。

参赛者需在 2019 年 5 月 29 日前上

传作品至邮箱 gzgxsz@126.com， 主题为

“题目 + 姓名 + 单位” ， 征文以附件发

送。 邮寄征文 3份，1份在标题下注明单

位、姓名、联系方式，另 2 份不得出现作

者信息。邮寄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朱

东路 162 号贵州省教育厅覃静黎收，邮

编：550081，电话：18586805228。

此次征文活动， 教育厅将邀请有关

专家组成评审组进行评选，并设一、二、

三等奖及优秀奖。 本报记者 谢孟航

省教育厅开展

安全故事征文活动

环西小学

开学典礼上

警察讲安全

面对新学期

中小学生紧张

大学生很淡定

寒假作业没写完

可以打欠条缓交

安徽省合肥一中学：

合唱团老师耐心指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