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蝉高鸣， 骄阳似火，

炙热的阳光没有阻挡师生

们创卫的热情。

8

月

3

日，

上饶县第一小学开展校园

深度清洁活动，各个班级的

家庭志愿者在班主任、科任

教师带队下，和孩子们一起

开展“小手拉大手，创卫一

起走”志愿者行动。

活动中， 各班家长、孩

子们对班级包干区卫生进

行了认真清理。有的认真抹

灰拖地，有的专注清理卫生

死角垃圾，有的拿着铲子细

心铲除顽固污秽……孩子

们用自己的劳动，换来校园

环境焕然一新，更为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贡献了一份绵

薄之力。

缪小华 记者 汪珊兰

摄影报道

小手拉大手

创卫一起走

青少年沉迷短视频，有多方面原因，热爱新

鲜事物，喜欢个性化表达是主要原因。相较于成

年人， 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还不充分， 自制力较

差，缺少时间管理观念和自我约束意识。 而且，

部分青少年的学业压力较大， 希望通过短视频

放松身心，是一种客观现实。还有些留守儿童因

父母的关爱和陪伴不够， 习惯在短视频中寻找

情感寄托。 在这诸多情况下， 面对充斥各种搞

笑、炫酷和新奇内容的短视频，青少年很容易被

吸引，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发展。

面对短视频给青少年学习、 生活带来的冲

击，有必要合理引导青少年接触短视频的时间，

并发挥短视频在青少年教育、 娱乐等方面的正

向作用，这是有关部门、广大家长和短视频平台

应思考和正视的问题。 家长作为孩子成长最重

要的监护人，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其良好生

活习惯的养成具有最直接、最持久的示范作用，

理应做出相应表率。

然而， 现实中， 较多家长未能做到有效应

对。有些家长未意识到短视频的弊端，自身被短

视频短、奇、快、人人可参与的模式吸引，成为

“低头族”，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因此也就看不到

短视频给孩子成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起了不

好的带头作用。 部分家长虽然意识到沉迷短视

频可能带来的成绩下滑、注意力不集中、错误模

仿等负面影响， 但未对他们沉迷的原因加以观

察和分析， 只是一味禁止孩子用手机和看短视

频，这并非有效的应对之策，还往往容易滋生新

的问题。在对待短视频问题上，较多家长未对以

短视频为代表的各种网络信息加以甄选、辨别，

造成孩子被动接受庞杂纷繁的短视频信息。 显

然，广大家长在应对孩子沉迷短视频的问题上，

观念和措施均有待强化。

当前， 有关部门和媒体机构正不断重视青

少年沉迷短视频的问题， 广大家长也应该做出

更多努力。今年年初，国家网信办指导组织一些

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开启

该模式后，用户使用时段、在线时长、观看内容

及服务功能等均将受限。 目前，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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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视

频平台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从实践来看，

有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有了家长的督促，听话的孩子“看短视频

的时间确实减少了”，但对熊孩子来说，仍然防不胜防。 可见，这些

系统能否真正起作用，还有赖于家长的配合。 否则，即使有关部门

强化监管、平台配合治理、学校和媒体从业者加强引导，也难以真

正解决孩子沉迷短视频的问题。

防止青少年沉迷短视频，家长必须有效发力、正确作为。 广大

家长首先要避免自己对短视频的沉迷， 给孩子带来不良的示范作

用。同时，家长要给予孩子更多的关心与呵护，适当给孩子减负，让

孩子在家庭中体验现实生活的乐趣， 降低他们通过网络获得精神

寄托的需求。在具体思路方面，家长要充分了解孩子沉迷短视频的

主要原因，做到对症下药，而不是一禁了之。 在如何使用短视频平

台问题上，家长要提高媒介素养，强化对相关技术手段的学习，做

好孩子使用短视频的引导、监督和教育工作。

防止青少年沉迷短视频， 以家长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应加强

重视， 以帮助孩子树立健康、 积极的生活理念， 强化时间管理，

提升媒介素养， 养成应对短视频的良好习惯， 为孩子的幸福人

生奠基。

二十多年前，我被分配到霞峰镇中心小学。 初

来乍到，见到学校这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教学设

施的简陋，与想像中的工作环境迥异，一阵孤寂与

委屈涌上心头。 可当我一站上三尺讲台，望着孩子

们一双双清澈的、满怀憧憬的眼睛，失望与委屈便

如一缕薄冰渐渐融化在孩子们激情的眼神里。

当听到孩子们深情地歌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的

窗前》时，我感到是那样的温馨；当耳边传来孩子们

那一声声“老师，您好”的纯真问候时，所有的烦恼

都烟消云散；当看到孩子们那一张张享受着成功喜

悦的笑脸时，我的心情也变得阳光和满足；而欣赏

着孩子们亲手制作的那一张张略显粗糙却充满真

诚祝福的贺卡时，我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富有……

班上有一个叫郑小丰的学生非常调皮，上课不

遵守纪律，下课还爱惹事、打架。 但自尊心较强，在

同学中又有一定的威信。 每当郑小丰犯错误时，为

了维护他的自尊， 我总是悄悄地把他叫到办公室，

语重心长地指出他的不足，同时，又信任他，鼓励

他。 我把他的课桌移到了第一排，还让他当上了数

学科代表，并参与班级纪律的管理。 果然郑小丰不

负期望，在他的管理下，班级的秩序越来越好，而他

本人的表现也越来越优秀。

一次，我到街上买菜，走到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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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老妇

人的菜摊前，她忽然热情地打招呼：“你是教我家明

明的潘老师吧？ ”我问：“你怎么知道呢？ ”她说：“我

家明明经常拿着你的相片向人家夸耀，说他们潘老

师对学生如何如何的好呢！ ”我在她隔壁的一个鱼

贩子那里称了一条鱼，当我递给鱼贩子一张百元钞

票时，那个鱼贩子接过钞票翻来覆去地看，“不用看

的！他是这儿的老师，不会用假钱的！”这时，那位老

妇人充满信任且又底气十足的声音传了过来。我心

里顿时流过一阵暖流：能得到学生的爱戴和家长的

信任，这便是教师在付出爱和承担了责任之后得到

的最好回报！

打造高素质师资 引领高质量教育

——— 婺 源 加 强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单长华 本报记者 汪珊兰

本报讯 王欣喜 记者汪珊

兰报道：为进一步加强校车安

全管理，增强校车从业人员的

安全意识，

8

月

5

日下午，德

兴市召开校车安全工作培训

会。 校车公司的管理人员、校

车驾驶员及校车照管人员共

计

120

余人参加会议。德兴市

交警大队、交通运输局及教体

局相关校车安全管理负责人

进行了授课。

培训会上， 各相关管理

部门分别从道路交通法律法

规、校车通行线路管理要求、

校车安全维护有关制度、校

车安全管理有关规定、 校车

驾驶员及校车照管员从业要

求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细致的

讲解， 同时各部门根据各自

的管理职责对校车公司目前

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

析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校

车公司的负责人还针对暑期

校车维修及迎接下学期开学

的前期准备工作作了详细的

布置。

周

刊

责任编辑：汪珊兰

电话：

8237576 Email:srrbzt@163.com

2019

年

8

月

9

日 星期五

3

育教

今日聚焦

防

沉

迷

，

家

长

要

做

好

榜

样

肖

纲

领

“知心姐姐”广丰开讲：

让每个孩子都精彩

教育快讯

德兴：

筑牢校车安全“防护网”

教师随笔

教师的人格魅力

广丰霞峰小学 潘力军

本报讯 余武军 记者汪珊

兰报道：“ 不要把财富留给孩

子，要把孩子培养成财富。 ”

“ 给孩子什么样的爱，孩子就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近日，

“ 知心姐姐”卢勤在广丰区贞

白中学开讲了“ 让每个孩子

都精彩”的教育讲座，吸引了

全区

95

所学校的

556

名教

师前来听讲。 近十万观众在

线观看和聆听了“ 知心姐姐”

的讲座。

卢勤在中国少年报长

期主持“ 知心姐姐 ”栏目 ，

被广大少年儿童及家长称

为“ 知心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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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

卢勤致力于对少年儿童及

家长心里健康的研究 ，是

中央电视台 、 中国教育电

视台 、 北京电视台等多家

传 媒 名 牌 栏 目 的 常 邀 嘉

宾 。 曾获中国新闻工作者

最高奖 “ 韬奋新闻奖 ”，还

获得 “ 中国内藤国际育儿

奖”、联合国颁发的“ 支持儿

童”杰出成就奖，并获“ 中国

保护未成年人杰出公民 ”

“ 全国优秀少年儿童工作

者 ”“ 全国三八红旗手 ”“ 巾

帼建业标兵”等称号。 著有

《 写给年轻妈妈》《 做人与做

事》《 写给世纪父母》《 让烦

恼远离自己》等书。

讲座中， 卢勤通过剖析

大量的典型实例， 从肯定、

爱、目标和梦想、理解四个方

面向在座的老师们传递了与

孩子保持亲密关系的力量。

她的语言亲切、幽默，教育案

例信手拈来。 在座的教师们

表示，这样的讲座干货满满，

令人受益良多。

教育漫谈

当下，学生们正享受假期的悠闲时，婺源县各中小学教师却忙于“充电”，参加各类培训班、

研修班，全面提升自身素质，提高教学技能，在新学年全面促进教学工作的提升。婺源县通过师

德师风教育、专业特长教育等，不断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引领教育提质发展。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婺源教育系统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育管

理的中心工作，直面问题，加强学习，夯实责任，

建章立制，从严考核。 同时，广泛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大力改进教风行风。 春季开学，全县各校

先后开展了“ 我是教师我承诺”活动，组织广大

教师认真学习 《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及《 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 。 研究出台了《 婺源县教育体育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管理的补充规定》 。

各中小学校相应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责任制

度和领导机构，全面落实校（ 园）长“ 学校师德师

风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组织教职工对照相

关文件要求， 联系工作实际开展师德师风自查

活动，根据查摆的问题落实整改措施。建立师德

师风公开承诺制度，每学期开学，组织教师向全

校师生和社会作出公开承诺， 将承诺内容公布

在学校醒目位置， 接受监督。 按照惩劣奖优原

则，深入开展师德模范评选活动，进一步弘扬正

气，传递正能量，让先进典型引领师德风尚，激

发广大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工作热情，形

成师德师风建设的良好氛围。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

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重任。婺源县把优化教师队伍结

构、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教育发展

的关键支撑，坚持多措并举，狠抓提升，

不断充实教师队伍力量。

2019

年，婺源

县新招聘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

209

人，

其中： 通过全省统一招聘教师

149

人，

特岗计划招聘

60

人。 面向初中应届毕

业生定向培养农村中小学 （ 幼儿园）教

师

51

人。 继续实施教师“ 温暖计划”，共

有

15

位县外教师参加了报名。

今年上半年 ， 婺源先后安排

920

名教师参加“ 国培计划（

2018

） ”，组织

1983

名教师参加全省中小学 （ 幼儿

园）“ 互联网

＋

教师专业发展 ” 全员培

训，并组织

66

名教师参加了省级各类

集中培训。 顺利完成了全县中小学管

理后备人才系列培训、考核活动，最终

遴选出

31

名培养对象入选全县中小

学管理后备人才库。 精心组织了全县

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培

训班、 全县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暨国

学素养提升专题讲座、 全县中小学兼

职体育教师培训班等县本级特色培训

活动，累计培训教师

450

余人次。 按照

每三年评选一次的工作安排，全面启动

实施婺源县第三届名师创评工程。加强

教育对外交流合作，一方面，与上海市

静安区的交流合作圈进一步扩大；另一

方面，又与江苏南通市通州区签署了教

育领域合作框架协议。 今年以来，静安

区、 通州区各结对学校累计共派出

57

名校长、教师来婺源送课

22

节，举办讲

座

3

场。 婺源县相关学校共选派

54

人

到相应结对学校学习取经，并且交流合

作面覆盖了城乡所有小学。

在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 今年婺

源高考、中考喜获“ 双丰收”，各项成绩

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在参加高考人数

与去年相当的情况下， 婺源二本以上

上线人数第二次突破千人大关； 考生

比、万人比、体艺生双过线人数等持续

攀升。 全县参加中考人数

4159

人，语

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道德与法

治 、历史 、地理 、生物等各科平均分均

位居全市第一， 学科总分平均分全市

遥遥领先。

不断充实教师队伍力量

搭建人才成长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