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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教育

编者按：现实中，许多家长
对教育子女很茫然，教育子女
为什么成为社会第一焦虑？家
教到底难在哪里？困扰我们的
到底是什么？家长们为什么处
于一片迷茫、混沌、无序、焦灼
的状态？每一个在这激烈竞争
的社会中求生存的家长都在寻
觅，寻觅成就孩子，也救赎自己
的答案。人的教育到底该是一
个怎样的过程，听听仇善文老
师的说法。

《人的教育就是一个社会化

的过程》——— 仇善文

我们被误导了，从而心灵
被扭曲了。某市七名大学生因
为没有找到工作结伴自杀，多
亏警察积极营救，才避免了一
场集体悲剧的发生……

90后大学生入学，家长的
行为让人瞠目结舌。一个大学
新生报道时，出动几辆车，拉了
十几箱子行李，还配备了两个
专职导游。家长甚至要求学校
给孩子设立专门的洗手间、浴
室。一20岁女孩派30辆高级车
接只狗的消息震惊国内外。

凡此种种现象，我们都能
直接或间接看到教育的失败。
孩子不会进入社会，拒绝进入
社会，不会承担社会角色、拒绝
成长以及炫富，都说明我们的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存在弊端。

教育并不难，每个家长都应
该会，那就是生活中、社会中有
用的东西。所以，检验孩子教育
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是，最终我
们要把孩子送进社会。这是检验
孩子教育是否成功的权威时刻，
也是唯一标准、最后标准。孩子
社会化的失败就是彻底的失败。
许多家长焦虑，不会进行社会化
教育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
问题。

我在家长亲子学校中发
现，参加者 90%夫妻双双都是
大学生，这一方面说明，素质高
的家长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另
一方面说明，在当下社会，子女
教育，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家长，
起点是一样的，大家都迷茫。

不会教育孩子可以采取三
步行措施。

外国幼儿园在孩子入园
前，首先家长要培训，我们的孩
子入学和开始新的学期，也应
该先进行家长培训。如果家长
不会教育孩子，家长第一是闭
嘴，但是，孩子不能推给学校就
万事大吉，也不能推给补课机
构了事。第二是委托别人，寻找
懂教育的人和懂教育的机构；
第三个是孩子必须自己带，在
带之前搞好学习。

家长没问题，孩子成长有问
题就会顺利解决，因此要紧的问
题是家长要学习，要参与教育。

记者 李孟霏 整理

苘苘山山中中心心完完小小22辆辆新新校校车车投投入入使使用用
学校通过增设班车、延伸线路等方式，确保学生安全出行

为提高学生文明素质，督
促同学们在生活中做文明人，
行文明事，养成讲文明懂礼貌
的好习惯，近日，大岚寺小学全
校师生开展了以“争当文明小
使者，礼貌用语暖校园”为主题
的“文明礼貌月”系列活动。

孙双双

12月5日，凤林学校召开教
师代表大会议定教师中级职称
评审事宜。下步，凤林学校将根
据教师自主申报情况，在名额
控制范围内择优推荐。

袁兆艳

12月3日下午三点，蒿泊小
学举行二年级亲子运动会，操
场上一片欢声笑语。运动会上
除了设置各种运动比赛项目，
还设置了团体游戏，亲子老鹰
捉小鸡、丢手娟、贴膏药等老游
戏，让家长和孩子们尽情放松。

徐丹

日前，海埠小学举行了以
“海之魅”为主题的摄影展。摄
影展的全部作品均出自海埠小
学学生之手，他们利用节假日，
由家长陪同，从不同角度拍摄
家乡威海的不同景色。

杨冰冰 邵智辉

近日，统一路小学英语教
研员孙杰老师走到各学校进行
常态课堂调研指导，这种面对
面近距离的常态教研方式拉近
了教研员与教师间的距离，也
让课堂指导更加实效，使课堂
教学也能真正走向高效。

孙杰 冯永香

近日，苘山中心完小组织
全校教师上了一堂精彩的心理
健康知识宣教讲座。讲座针对
目前一些学生所遇到的一系列
心理问题展开，对什么是“一般
心理问题及心理障碍”、常见心
理问题的鉴别及应对方法等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赢
得了在座老师们的掌声。

陈鲁美

近日，城里中学举行青年
教师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
汇报课，王晓妮、吴丽娜等六位
青年老师分别代表不同学科展
示了自己的课堂教学风采。

青年教师的成长，极大提
高了课堂教学质量，学校一贯
秉承“目标引领，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的教学方针，信息化教学
是学校的教学特色，青年教师
在目标教学学习上和信息化技
术应用上能做到得心应手。

孙华庆

近日，乳山市畅园学校举
行“学规范、找差距、树正气”师
德教育动员会。会议先由王天
青主任传达乳山教育局关于

“学规范、找差距、树正气”师德
教育文件。最后单从浩校长在
讲话中重点指出师德对教师工
作的重要性。

柳雪翠

学学生生受受伤伤事事件件引引发发矛矛盾盾的的调调处处技技巧巧

为培养孩子们从小对天文学的热爱，掌握天文学知识，日前，鲸园小学
一年级四班举办了“探索星空，开启智慧之门”亲子活动，在山大(威海)玛珈
山顶的威海市天文台，与优美的玛珈山和神秘的望远镜进行了一次近距离
接触。

本报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桂华蓉 摄影报道

大大岚岚寺寺小小学学开开展展““学学会会感感恩恩，，从从我我做做起起””活活动动

本报12月8日讯(通讯员 王
亚芹) 日前，大岚寺小学开展了

“学会感恩，从我做起”感恩节系
列活动，引导同学们学会感恩，从
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每天清晨，德育处通过广播
播放《感恩的心》，让整个岚小校

园沉浸在感恩的气氛中。在每个
班级开展关于感恩节的主题班
会，三到五年级的行动老师们鼓
励各班级同学写一封家书，孩子
们将充满对父母感恩之情的家书
带回家，让父母在冬日里收到最
珍贵的祝福。另外，还组织了以

“学会感恩，从我做起”为主题的
大型签名活动。

岚小此次的系列活动让00
后的独生子女们接受了一次深刻
的感恩教育，让每个孩子都懂得，
学会感恩，从我做起；懂得感恩，
才会成功。

工工业业新新区区举举办办““质质量量下下乡乡百百校校行行””活活动动

本报12月8日讯(通讯员 王
爱娟 ) 为配合威海市教研中心

“质量下乡百校行”活动，11月
底，工业新区教研中心各科教研
员深入工业新区各中学，对“构建
生命化课堂”课题视导暨对初中
学业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调研。

本次视导活动分学科进行，
先观摩一节研讨课，再参与评课，
共同进行课堂教学研讨。视导期
间，各科教研员深入课堂，全程听

课，结合本次活动“目标、教学、评
价一致性”这一主题，积极参与课
堂研讨，与教师们共同研讨“构建
生命化课堂”课题。

随后，区教研中心领导以三
种形式对初中学业考试和普通高
中招生进行调研。一是查看有关
初中学业考试、初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理化生实验技能和英语
口语考查、普通高中招生等方面
的文件资料；二是采用问卷调查

方式，了解师生有关对现行初中
学业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的看
法；三是现场座谈，针对初中学业
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的重点难点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个别
问题深入探讨。

本次视导及调研，大大提升
了教师们的课堂教学水平，加快
了课题研究工作的步伐，收集到
了许多有关初中学业考试和普通
高中招生的一手资料。

威海市高区第二实验小学
孙英燕

小学生活泼好动，心智尚未
完全成熟，对负面情绪的控制能
力不足，一些小事容易引发打闹
甚至发展成身体伤害。在正常教
学活动中，学生因意外相撞、挤压
等情况，也可能引发受伤事件。

为避免学生之间矛盾升级，
防范校园矛盾向学生家庭扩散，
班主任老师在面对学生受伤事件
引发的矛盾时，应掌握一定的原
则和处置技巧。

一、第一时间救治。小学生身
体正处于发育阶段，骨骼比较脆

弱，对一些意外受伤情况不能掉
以轻心，要做到及时送医。在一次
全校运动会期间，我班两名同学
意外相撞造成一名女生手部触
地。该女生是我班运动员，虽然感
到手指疼痛但仍想坚持跑完比
赛。通过初步观察，我发现学生已
无法握拳，伤情不容忽视。我马上
向学校领导汇报并告知学生家
长，会同体育老师一同将学生迅
速送往医院。经检查该生小指骨
折，马上进行了复位手术。由于送
医及时并取消了其剩余比赛活
动，幸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二、迅速分清责任。掌握事件

来龙去脉和分清责任主次，对于向
双方家长说明情况、取得家长对事
件的一致意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也是调处和化解学生之间以及
家长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由于学
生打闹行为一般发生在课间休息
时间，受伤事件发生后，应尽快找
目击同学了解情况、还原现场，必
要时可查看监控录像。

三、安抚家长情绪。受伤事件
发生后，双方家长势必要发生情
绪波动：责任方家长会因自己孩
子的调皮而恼火，受伤学生家长
则掺杂着心疼、抱怨等多种情绪。
老师要针对家长的不同情绪状态

分别做安抚工作，引导责任方家
长把对孩子的火气转向承担责任
和表达歉意上来，对受伤孩子的
家长则以积极说明情况、争取谅
解为主。对涉事同学也要及时谈
话，减轻其思想负担，消除彼此隔
阂，尽快将精力集中到正常生活
和学习上来。

四、承担调解责任。受伤事件
发生后，要牵扯到道歉、赔偿等一
系列问题，如同交通事故处理要靠
交警一样，发生受伤事件后，班主
任老师应担负起调解矛盾的主要
责任。把学生之间的摩擦推向学生
家长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引发

更大冲突的导火索。在我班发生的
受伤事件，我一般会陪同责任方家
长一同到受伤孩子家中登门致歉，
在达成谅解的同时，引导责任方家
长做出今后加强对孩子教育的承
诺以及适当的经济赔偿。

五、强化安全教育。换个角度
看，受伤事件的发生也为做好学
生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一次契
机。问题发生后，我会立即召开班
会引导同学们讨论如何避免类似
事件发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教
育，增强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查
出不安定因素，把引发意外受伤
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教育随笔

本报12月8日讯(通讯员 张
义芬) 自今年9月起，工业新区苘
山中心完小搬入新校区后，由于新
学校离镇中心较远，学校原有班车
数量有限，很多学生上下学只能徒
步，学生的上下学交通安全成了学
生家长的心病。为了减轻小学生徒
步上学的负担，让学生家长吃上一
颗孩子交通安全的定心丸，苘山中
心完小通过增设班车、延伸线路、

调整走向、增加班次等方式，确保
学生的安全出行。

12月2日早，学校新增设的
两辆“大鼻子”校车正式投入运
营，它典型的大鼻子造型，完全符
合国际标准，可以有效提高发生
碰撞时车内人员的安全系数。在
保证安全性的同时，对空间进行
科学布局，采用三级踏步，学生专
用座椅，实现了地盘高度、座位数

和通过性的最佳组合，保障了安
全舒适。车上每个座位都配有安
全带，车内护栏全软化，给学生更
多贴心的呵护。

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苘山
中心完小学生班车已达七辆，解
决了人多车少的问题，完全有能
力满足学生乘车的需求，改善了
全校学生的乘车条件，解除了家
长的后顾之忧。

探探索索星星空空

“点燃孩子生命之火”

系列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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