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开始进行艺术素质测评

新新学学期期中中小小学学增增开开艺艺体体课课

刚开学家长孩子

都有假期综合征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单文怡 来慧

“我今天起得挺早，但是磨
磨蹭蹭就来晚了。”9日，在省城
某 小 学 正 在 举 行 的 开 学 典 礼
上，记者看到有几个孩子却站
在宣传栏旁，静静地等待开学
典礼结束。

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告诉
记者，她假期里都习惯晚起了，
虽然定了闹钟，但也没按时起
床，后来被爸妈强行叫起来，但
因为磨磨蹭蹭，结果来晚了，耽
误了开学典礼。

“妈妈上班了，没给做饭。”
四年级学生小志则表示，妈妈
忘了给他做饭，只给了他钱出
去吃早点。虽然住得离学校很
近，可等他吃完早餐赶到学校，
还是没能赶上开学典礼。

不仅如此，记者在多个年
级的第一节课上看到，有的学
生虽然两眼盯着前方，可明显
已经走神。有的还不时打哈欠，
不自主地做些小动作，个别调
皮的孩子还不时滑动桌椅。

坚持了不到 2 0分钟，出现
躁动的学生明显增多了，有的
干脆趴在了桌子上，摸头发、挠
耳朵等小动作多起来。对于老
师的提问，也很少有人举手。

该校工作人员表示，经过
近一个月的寒假生活，学生在
假期过度放松，玩嗨了，心思一
时收不回来。在课堂上也能明
显感到学生精神状态不太好，
这也是所谓的假期综合征。

“恢复到上课状态得有一
个 过 程 ，一 般 得 一 周 时 间 才
行。”据介绍，对于低年级的学
生，老师也都对课程进行了特
别设计，增加了游戏环节，即使
在数学上，也多用一些卡片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

另外，家长也要多配合学
生，早点从假期状态中走出来，
多关注学生的心态变化，让孩
子尽快远离假期综合征。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王光
营 实习生 单文怡） 9日，省
城中小学正式开学。由于今年将
开始进行艺术素质测评，在开学
第一课上，不少中小学负责人都
特别强调了培养学生的艺术和
身体素质，通过增加文体课程，
让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文艺
体育技能。

“我从二年级下学期就开始
学萨克斯，已经快三年了。”9日，
在山师附小的开学典礼上，五年

级学生杨钦帝正在擦拭萨克斯
管。今天是新学期第一次升国
旗，作为学校管乐队的一员，他
要在升旗仪式上奏乐，在今年寒
假他已经考过萨克斯四级了。

学校管乐队的负责人夏一
榕告诉记者，这些管乐队的学生
学习乐器已经有一年时间了，自
组建乐队后，这是他们首次在升
旗仪式上进行演奏。为此，这些
管乐队的学生在寒假中就排练
过两次了。

记者从多所中小学了解到，
不少学校在新学期都组织了各
种各样的文艺体育学生团体，派
出专业老师进行指导，并明显增
加了艺术和体育的教学比重，在
课程设置上也更加丰富。

“本学期将扩大选课走班教
学。”山师附小校长刘其彬表示，
该校今年将新建管乐队、民乐
队、合唱队等，要求学生在小学
六年里至少学会一种乐器。

此外，山师附小还将足球课纳

入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每
周三节体育课中就有一节足球课，
并邀请了鲁能等职业球队的球员、
教练员每两周进行一次指导训练，
这在我省还是首家。

另外，学校将安排学生每天下
午3：40-5：40进行课余训练，保证
每天最少2小时训练时间，并利用
周末时间进行足球比赛。

“学生艺术和体育素质的加
强，对初中和高中学生来说更迫
切。”据悉，从今年开始，我省将

对中小学校和中职学生进行艺
术素质测评，结果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记入学生成长档
案，作为学生中考和高考录取的
参考依据。

为此，在新学期开始后，不
少中小学校就已经开始策划多
项学生艺术活动，并适当强化了
艺术和体育课程的比重，让学生
在校期间能够至少培养一至两
项艺术爱好，掌握一项终生受益
的艺术才能。

本报3月9日讯（见习记者
时培磊） 6日，本报刊发

了《凌晨救火，手被割破血洒
一地》的报道。5 日凌晨 2 点
多，王金钢和妻子发现一家菜
馆着火并及时报警，奋战三个
小时帮助灭火，解救了餐馆老
板一家人。报道发出后，王金
钢的同事和领导都为他的巨
大改变感到欣慰。原来，王金
钢曾经也因年轻走过弯路，蹲
过监狱。

9日下午，一位名叫侯志

东的男子带了一面锦旗，找到
山东志成投资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这名侯先生就是失火饭
馆的老板，他这次前来是感谢
在这家公司上班的王金钢。

一阵寒暄之后，侯志东很
激动，还带了一些钱和礼品表
达自己的心意。“王金钢都委婉
谢绝了，他觉得这是应该做
的。”志成公司总经理魏和告诉
记者，“我们是在报纸上看到
的，他都没告诉我们。因为他年
轻时候走过弯路，今天他的行

为让我们很欣慰”。
据王金钢介绍，25年前，他

和朋友在山大附近的一家饭店
吃饭，因为年轻气盛，一时冲
动，参与了随后发生的斗殴，

“当时被判了8年多，在监狱里
改造了6年，因为表现比较积极
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王金钢又先后当
过出租车司机，开过饭店。“那
时候就觉得自己干啥都行，心
气很高，后来渐渐明白，还是要
踏踏实实。”

据王金钢的同事介绍，王
金钢本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的性子一直都在。他本人也对
记者说道，“我性子就这样，如
果在路上见到两个人吵架啊，
就想上去把他们拉开。”

王金钢告诉记者，之所以
经常做好事，也是受妻子的影
响，以及公司鼓励员工做善事。
王金钢的妻子徐宇红在救火中
手被玻璃划伤，“一块肉都不见
了，昨天伤口被碰到，复发流
血，止都止不住”。

曾经走过弯路，如今华丽转身

救救火火英英雄雄让让周周围围的的人人很很欣欣慰慰

本报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孙娜

红包里没钱

装的都是祝福

“过年最开心的事是收红
包，今年最流行的词是抢红
包。”9日上午8点10分，随着主
持人的“红包”开场白，济南市
博文小学开始了以“红包送出
新祝愿 共建和谐新校园”为
主题的开学典礼。

记者看到，学校准备的红
包里面一分钱也没有，家长和
老师代表直接送。三年级2班孙
艺宁妈妈送的红包里装着健
康祝福，四年级1班纪亚迪的
爷爷送的是礼仪红包，三年级
1班班主任董老师则给全校同
学送了一个祝愿学习进步的
红包。

芙蓉小学、济微中学等多
所中小学也在开学典礼上进行
了发红包活动。芙蓉小学上演
了“抢红包”游戏，家委会成员
和优秀学生“抢”到的都是个性
化制作的红包。家长代表抢到
的红包里是班级教师和学生的
感谢信，以及孩子们制作的各
种礼物。而学生手中的红包则
个性十足，比如免做一次值日、
做一次沙盘游戏、和最喜欢的
老师拥抱或合影、去想去的班
级听一节课、体验一次学生干
部值勤等等。

第一课

学传统文化

寒假前，省城众多学校均
布置了丰富多彩的假期实践作
业，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民俗类
的传统文化作业。在9日的开学
第一课上，不少学校借学生们
上交的特色作业进行了传统文
化教育。

济南市锦苑学校当日上
午 举 行 完 简 短 的 开 学 典 礼
后，分别安排不同年级的学
生参观操场上晒出的学生假
期作品——— 各式各样的花灯
和剪纸。一幅幅的剪纸张贴
在巨幅展板上，妙趣横生。而
花灯都是小学生用废旧材料
制作而成。“不仅锻炼了动手
能力，还让学生从中了解了
民俗知识，接受了传统文化
的熏陶。”该校大队辅导员刘

玉强说。
十亩园小学、历下实验小

学、经七路第一小学都以传统
文化教育开启新学期。“弟子
规 、圣 人 训 、首 孝 悌 、次 谨
信……”历下实验小学的同学
们在校园里齐声朗诵《弟子规》
等经典诗文。

第一天

学生纷纷晒“心愿”

新学期的第一天，不少学
校把自主权交给学生，让他们
成为“主角”，表达个人的想法，
晒出自己的心愿。

作为天桥区一所去年9月
份新建招生的学校，济南市宝
华小学的开学主题是“拥抱春
天，播种希望”。320名一年级
学生头戴学校制作的花环、绿
叶等，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
下，为近百种校园植物挂上了

名牌，认识并养护树木，并许
下心愿，和小树共成长。

天桥区幼教中心第三实
验幼儿园也迎来了新学期开
园的第一天，师生、家长一起
发出环保倡议：珍视天空、关
爱大地；节约资源、绿色出行。

甸柳第一小学给学生设
置了“阳光卡”和“心愿卡”，得
到“心愿卡”的学生可以让老
师或家长帮忙实现一个愿望。

“只要是合理的愿望，我们就
可以帮忙实现。”四年级5班的
班主任刘君姗老师说。

燕柳小学也推出了心愿
礼包，收集了孩子们的各种心
愿，如：和自己喜欢的同学做
同桌、自主选择一本课外书、
做一天老师的小助手、和父母
一起去远足等等。“将由学校、
老师、父母或有关人员帮助孩
子满足 1 - 2个心愿。”该校政
教主任潘玲表示。

中中小小学学开开学学也也流流行行““抢抢红红包包””
送祝福、展民俗，开学第一课各有特色

9日，济南市中小学正
式开学。记者发现，春节期
间流行的“抢红包”也被复
制到了不少学校的开学典
礼中，只不过里面装的不是
钱而是祝福。同时，针对假
期前布置的特色作业，也有
不少学校围绕传统文化设
计了“第一课”。

济南市锦苑学校的学生参观同学们假期制作的五彩缤纷的灯笼。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餐馆老板(左二)前来感谢王金钢(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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