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花溪小学宋庆珍副校长及语文

教师任婷前往对口帮扶学校———长顺县

代化镇中心学校，同该校教师一起开展低

年级语文组教研活动。

本次教研活动首先听取的是一年级

语文周云立老师执教的 《ɑo��ou��iu�

》。 课后，大家围坐在小会议室桌旁，对此

课进行了品析。 刚踏上讲台的周老师先

谈了本课的教学设计思路，预设所要达成

的教学目标、课后的感受等。

在会上，花溪小学任婷老师对周老师

的这节课值得推广借鉴的地方给予了肯

定，并提出了一些在课堂教学环节上处理

时的建议和想法。 之后，任婷老师将自己

长期在低年级教学的经验和方法与老师

们进行了分享。 在任婷老师的解析和指

导下，大家一起探讨研究，代化镇中心学

校的语文老师们对一年级语文拼音教学

有了更深的领悟。 最后花溪小学宋副校

长还谈了如何上一堂好课，使每位老师更

加明确了好课的标准。 谢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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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办

公室下发《关于开展防治中小学生

欺凌和暴力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简称《通知》），根据《教育部关

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

部署的整治任务，决定开展防治中

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专项整治工作。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防

治事关广大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

和全面发展、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

和社会和谐稳定、事关祖国的未来

和民族的复兴。 《通知》要求各地

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专项整治

工作的重要性，将本次专项整治工

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活动相结合，严格落实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健全工作机

制，完善防治办法，妥善应对处置，

把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通知》对本次专项整治工作

的主要内容予以明确：

一是开展隐患排查。要求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综治、公安等有

关部门，立即开展一次全面隐患排

查；加强对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事

件特点规律的分析和研究， 早发

现、早预防、早控制；加强对校园周

边重点区域、 重要时段的排查力

度；密切家校联系，共同防范欺凌

事件和暴力发生。

二是强化督导检查。要求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密切

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地区和学校，

重点督查网络曝光比较集中的省

份，确保整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根据问题线索，会同有关部门

联合开展督导检查。

三是建立长效机制。 要求各地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

勇气，认真查摆问题，加强中小学

生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进一步严格学校日常管

理，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不断

完善学生欺凌和暴力预防和处置

机制，为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提供良好的环境。

据教育部官网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办公室下发通知：

开展“校园霸凌”专项整治工作

知名教育人士刘洪波做客贵阳表示：

10月 19日， 贵阳市观山湖区

碧海花园“学为贵” 新校区会议室

里， 坐满了学生家长和小朋友们，

大家认真地听着新浪 “微博 2019

十大影响力教育大 V” 的获得者刘

洪波老师的精彩讲座。 活动当天，

“学为贵” 集团总裁助理、人气外

教名师王富贵等海内外语言培训

专家学者也进行了精彩演讲。 会

后，家长们坦言，从来没有听过这

么多“干货” ，受益匪浅。

当天上午，记者在讲座现场了

解到， 刘洪波老师结合 Great 国际

青少年英语教学经验及原创 “英

语真经” 教学体系，提倡以提升英

语的实际运用交流能力为根本，采

用个性化的教学方式，重点培养孩

子们的阅读能力、思维能力以及演

讲能力， 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

寓教于乐。

刘洪波老师说，有部分英语培

训机构是组织一帮英语老师，拿着

教材在教， 根本没有自己的东西，

更不知道孩子到底感不感兴趣，而

“学为贵” 的教材都是他们自己老

师研发的， 里面有大量中国文化，

同时也跟世界接轨， 可以称之为

“双轨” 教学。

同样， 家长们为什么要选择

“学为贵” ？刘老师建议，如果你选

择一个机构的话，如果连创始人都

不了解，最好慎重考虑，因为很有

可能这个机构是拿教学当生意在

做，而“学为贵” 一心做教育的老

师则不同，他们则会把教育当成自

己一辈子的事业，遇到任何困难都

会想办法去解决。

而对于办学理念，刘洪波老师

表示，孩子学英语永远不要从 A 背

到 Z。“中国人学习中文，有见过背

新华字典的吗？没有吧，所以，学习

英语，也不要从 A背到 Z。 ” 对此，

学习英语一定要

学会逻辑词群记

忆方法，一定要大

胆地说出来，必须

加强交流， 否则，

孩子永远也学不

好英语。

“说得太对了，今天没有白来

听。 ” 听完讲座后，家长孙先生坦

言道，之前他带儿子听讲座，老师

们说的都是大道理，不接“地气” ，

而刘洪波老师说的恰好都是家长

们容易犯下的错误，以后辅导孩子

学习英语时， 一定要多留意了，看

来这次来听讲座受益匪浅呀。

据了解，贵阳学为贵 KIDS 专

为 3-18岁学生量身定制科学英语

课程体系，帮助学生提升校内和国

际英语水平考试能力，服务内容涵

盖小初高全科辅导。

学为贵 KIDS 拥有庞大的师

资力量、 先进的教学硬件配置，是

具有国际化的新时代校区。学为贵

KIDS 始终秉承着“从这里走向名

校” 的教育理念，以优质的教学体

系全方位服务学生， 潜心教育，致

力于帮助更多的人学习不走弯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征康

据媒体报道，在我国九年义务

教育， 全国初中生毕业生有 6.2%

的辍学率， 其中厌学和学习困难，

取代贫困成为辍学的主要原因。令

人意外的是，在一些地方，还出现

了一种叫“因富辍学” 现象，刷新

了人们对辍学这一问题的看法。

何为“因富辍学” ？ 说得直接

直白一点，就是因为家里有钱了或

挣钱比较容易了， 所以就辍学了。

之所以会萌生这种现象，原因主要

为一部分家长认为，送孩子读书还

不是为了今后能够生活得更好，于

是，当小小年纪便可以挣到不菲的

收入时，上不上学读书就不显得那

么重要和急迫了。

《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北沧

州下辖的某县，近年来因为乡镇工

业发展较快， 农民有打工机会，收

入普遍上升，然而同时农村娃辍学

打工增多。 最近关于“因富辍学”

这一现象议论得比较多的，是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等

地的一些农村，因为发达的旅游业

和种植普洱茶、橡胶树，民众收入

较高， 对教育的期望不再强烈，使

得“读书” 的光环不再亮眼，每当

普洱茶或橡胶价格好时，不少学生

初中就辍学回家割橡胶、 采茶叶。

“因富辍学” 已成当地教育所面临

的最大挑战。

其实，不管是哪一类型的“因

富辍学” ，主要原因都在于对读书

学习这一方式浅薄化、 金钱化、世

俗化的解读。 在不少人眼里，读书

就是为了今后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财，或者当很大的官，而不愿意相

信一个人通过读书学习后还能改

变他们的视野、见识，包括对理想、

生活、 幸福以及自身人的重新定

义。如果持有这种观点、态度的人，

仅仅是一小撮那倒没有什么！如果

有很多的人抱持这种观念和态度，

那就值得我们小心并警惕了。 试

想， 一个人连学堂都没待几天的

人， 他 （或者她） 真的能够理解

“生” 与“活” 、“生” 与“死” 等这

么一些最基本的人世间词语的内

涵与外延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该如

何生活着才有意义？自从我们人懂

得叩问自己以来，已有不少的思想

家、 哲学家或社会学家有过解释。

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苏

格拉底的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

值得过的！ ”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

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理

念等等！可以说，正是因为读书，读

这些先贤大儒的杰作，我们才慢慢

告别了自身的野蛮与无知，并慢慢

走进别人以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把

前人留下来的优秀科学文化知识

技术等发扬光大，坚定了“生活不

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的理想信念。

所以，不管是从创造物质财富

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传承思想文化

以及精神、 理念的立场来论，“因

富辍学”都是不对的。 说得直接一

点就是“因富辍学” 带给我们人的

只是一种错觉。我们一些人貌似抓

寻到生活的最本质了，说不定抓到

的只是生活的一些细枝末节，我们

所犯下的是 “捡了芝麻， 丢了西

瓜” 的低级错误，我们是在不断形

而下地贬低、物化自己关于对生活

的、对人生的一些基本意义。

所以， 不管是大富还是小富，

也不能就让自己或孩子，失去进一

步了解自己、发掘内心的机会。

“因富辍学”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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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我国将为 0 至 6 岁儿童

和中小学生建立视力健康档案，确

保一人一档。 10 月 20 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布了 《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中小学生

视力筛查每学年不少于一次，学校

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

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指南规定，要对 0 至 6 岁儿童

和中小学生进行定期视力检查，参

照 《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结果记

录表》，规范记录检查内容，建立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档案。有条件

的地区可根据情况， 增加眼外观、

眼位、眼球运动以及屈光发育等内

容。要及时分析儿童青少年视力健

康状况，早期筛查出近视及其他屈

光不正，动态观察儿童青少年不同

时期屈光状态发展变化，早期发现

近视的倾向或趋势， 制订干预措

施，努力减少近视。 小学要接收医

疗卫生机构转来的各年度 《儿童

青少年视力检查记录表》 等视力

健康档案，确保一人一档，随学籍

变化实时转移，并与中小学生视力

检查衔接。 特别是中小学生，视力

筛查频率每学年不少于一次。负责

视力筛查的单位，应当在筛查结束

1 个月内，反馈筛查结果，并提出

精准预防近视指导或转诊建议。

指南还要求学校教学和布置

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

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

学总时长的 30%，尽量采用纸质作

业。幼儿园教师更要主动控制使用

电视、投影等设备的时间。

此外，要增加儿童青少年日间

户外活动。学校要确保中小学生在

校时每天 1 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

间。 据《北京日报》

我国将为青少年儿童建立视力健康档案

首期家长大课堂

主讲“预防近视”

贵阳一中

日前，贵阳一中首期家长大课堂如期

开讲，学校邀请了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杨夏医生作题为 《近视

预防及用眼卫生》的专题讲座。

本次讲座是贵阳一中本学年第一期

家长大讲堂，也是学校探索家校合育新途

径的首次尝试。 讲座中，杨医生用贴近生

活的医学案例为同学们讲解了不科学用

眼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影响甚至严重后果。

同时，杨医生用专业的医学知识结合

丰富的数据、图表信息，生动形象地为同

学们讲解了近视眼的成因、 潜在的风险，

从医学的角度解释了 “手机脖” 、“飞蚊

现象” 等网络热词，让同学们更直观地感

受、认识到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的重

要性。

最后，杨医生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关于印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

宜技术指南的通知》从不同层面、多个维

度给同学们传授如何科学用眼、有效预防

近视的办法，受到在场师生的一致好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东山小学

举行少代会

近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贵阳市东山

小学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学校召开， 学校

少工委委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

表等 100余人参加本次少代会。

本次少代会共征集到提案 900余份，

通过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统计、分

类，提案涉及教学、德育、后勤、安全等方

面内容，代表们就最具代表性和关注度、

认可度最高的校园文化建设、 自由着装

日、午休安排等 7 项内容进行交流，学校

郭蓓校长针对提案中反映的问题， 现场

进行了面对面的答复。 谢孟航

花溪小学

开展教研帮扶活动

教育不是做生意 学英语讲究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