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饶市三小：

提升健康素养塑造健康生活

教育快讯

德兴：

开展暑期师德师风专题培训

本报讯 记者汪珊兰报道：

开展健康教育、 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 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的重要内容。 为让学生牢固

树立“ 健康第一” 的观念， 养

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上饶

市第三小学近日开展了“ 健康

生活我设计 ， 健康生活我坚

持， 健康生活我乐读， 健康生

活我有感” 等系列活动。

暑假里， 学校组织学生积

极动手， 为自己量身打造制订

健康的生活作息表。 家长们督

促孩子认真执行自己制订的生

活安排表 ， 每天坚持锻炼身

体， 勤洗手， 早晚刷牙， 合理

膳食等， 增强自我保健意识，

养成良好的习惯， 在规律的生

活中度过丰富多彩的暑假。 同

学们还利用暑假认真阅读 《 健

康素养》 和 《 健康生活》 读

本 ， 了解营养 、 膳食方面的

小知识 。 通过阅读 ， 提高了

孩子们对健康知识的认识 ，

孩子们有感而发 ， 根据自己

的学习收获写出了自己的体

会 。 有的用自然流畅的语言

写下良好习惯养成法 ； 有的

用细腻的文字表达出独特的

生活体悟 ； 还有的定下了属

于自己的健康小目标。

本次健康生活系列活动，

为提升学生健康素养、 倡导科

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培养更多

的健康人群起到有力的推动和

促进作用。

本报讯 朱伟生 记者汪珊

兰报道：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 提高教师师德素养和

业务能力， 牢固树立教师的良

好社会形象 ，

8

月

6

日至

9

日， 德兴市教体局对教龄

5

年

内的

625

名教师进行了暑期师

德师风专题培训。

在培训会上， 强调了全体

教师要做到爱国守法， 爱岗敬

业， 关爱学生， 教书育人， 为

人师表 ， 终身学习 ； 严禁歧

视、 体罚、 侮辱学生等各种违

背师德师风的行为。 要求广大

教师要做“ 有理想信念、 有道

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

之心” 的“ 四有好老师”， 做

学生“ 锤炼品格、 学习知识、

创新思维、 奉献祖国” 的引路

人， 教育工作要做到“ 坚持教

书和育人相统一， 坚持言传和

身教相统一， 坚持潜心问道和

关注社会相统一， 坚持学术自

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

此外 ， 与会的老师作了

《 花 开 须 有 时 ， 唯 有 静 待

之———和孩子们一起幸福成

长》《 让我们一起蜕变———育

人，先育己》讲座，她们分享了

自己成长经历，用仁爱之心感

染学生、用真诚正直引领孩子

的身心等感人事迹。九江学院

的教授作了《 微笑的教育———

从教四十年的师道感悟》 讲

座，从自律、爱心、学习等方面

阐述了践行师德的重要性。

通过此次师德师风培训，

让参训教师深刻认识到： 只有

爱岗敬业、 不断学习、 提升内

涵， 践行师德， 不忘初心， 时

刻以职业道德规范中的要求内

化为自身的自觉行为， 树立良

好教师形象， 才能真正成为一

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8

月

9

日上午， 上饶市教育局直属小学一

（

6

）班的孩子们在市图书馆里阅读图书。为了激

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学校在暑假里组织学生和家长走进文化气息浓

厚的市图书馆， 让学生和家长在更为广阔的学

习空间中享受读书的快乐。

徐芳建 记者 汪珊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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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礼仪就该从娃娃抓起

常进锋

今日聚焦

��高考不理想，

要不要“复读”？

本报记者 汪珊兰

快乐暑假 快乐阅读

复读不是新鲜事，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考生复读的原

因也有所变化。过去，很多考生是由于考不上大学才选择复

读；近年来，复读生不再是“ 成绩差”的代名词，一些高分考

生对录取学校或被调剂的专业不满意，也会走上复读之路。

近日， 家住江南商贸城附近的徐女士正为儿子的升学问题

操心，高考

383

分的成绩肯定是与本科大学无缘了，要不要

复读呢？连日来，记者了解到不少录取学校不理想的高考生

面临着“ 将就”与“ 复读”的难题，他们该如何抉择？

要不要复读因人而异

连日来，记者了解到，距离开学没多少天了，很多学

生对要不要复读持观望态度，一边了解复读学校，一边又

在“ 苦苦挣扎”。

复读并不是把高三再过一遍。 经历过复读一年的学

生赵然今年考了

583.5

分，比去年提高了

105

分，如今被

一所热门院校录取。说起这一年复读的经历，家长赵先生

告诉记者，主要是孩子想学了，改变了不好的学习习惯、

调整了自己的学习心态，这一路走来挺不容易。

“ 虽然没有考上二本院校，我还是决定读大专，自己

的学习情况和能力自己最清楚，再来一年，我的成绩不一

定会有多大的改变。 ”对于要不要复读，今年参加高考的

学生小杜态度很坚决。

“ 我自己就是老师，也了解自己家小孩的学习能力及

各方面的情况，我和孩子都不支持选择复读，其实职业学

校发展前景也不错。 ”饶城市民陈女士表示，复读不代表

就一定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对于要不要复读，学生要正确

认识自己的学习能力等多方面情况，慎重选择。

选择复读原因不同

高考后选择复读不是新鲜事。 据了解， 如今考生

即使高考失败也有很多选择， 有些人不再复读， 而是

选择出国、 读民办学校或直接就业。 伴随着大学录取

率的提高， 学生复读的动机发生了变化。 很多复读生

的目标从上大学变成上好大学， 能上二本的希望通过

复读考上一本， 能上一本的希望考上名校。

今年高考中 ，

18

岁的高三学生陈宁静考了

428

分 。 她告诉记者 ， “ 这个分数可以上 ‘ 三本 ’， 但我

还是希望自己能上一本院校。 和父母商量后， 我决定

再复读一年。”

家住市中心的林宇今年高考考了

586

分。 但是由

于志愿填报因素， 他最终与心仪的院校擦肩而过。 决

心要去自己理想院校的他， 决定再读一年高三。

“ 家里的堂哥堂姐用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 一些

单位和企业看重本科第一学历， 招聘时会明确要求招

收本科是

985

、

211

院校的学生 。 所以父母认为 ， 与

其到不知名学校就读 ， 不如再读一年争取考上名校 ，

让未来的就业之路走得更顺利 。” 谈及为何复读 ， 高

考生小华娓娓道来。

如果复读， 要学会自我减压

“ 复读一年会不会还是考不好” “ 家里对我的期

望太高了 ， 很怕自己心态不好反而发挥不好 。” 重读

一年的压力， 是所有带着不同目的复读的考生都会有

的， 但是面对复读， 这些学生会怎么调节？

8

月

13

日， 记者在朋友介绍下采访了复读一年的

“ 过来人 ” 小何 ， 他告诉记者 ， 复读这一年充满了压

力和煎熬。 “ 第一次高考失利， 对我刺激很大。 虽然

复读过程很苦 ， 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咬牙坚持住 。” 小

何说。

除了学业压力， 复读生还常常承受着很大的心理

压力。 “ 和同班同学相比， 我是第二次上高三。 虽然

学习内容都一样， 但是我的月考成绩并没有比他们高

出多少， 有时担心自己会被应届生看不起。 有时候还

担心： 再来一次， 结果还是不理想怎么办？” 小何说。

复读一年后， 小何觉得自己的成绩有所提高， 心

态也比过去成熟了， “ 如果决定复读， 就不能在意别

人的目光， 必须全心全意投入到学习中。 要学会放松

休息 ， 可以与同学们相互鼓励打气 。 既然选择了复

读 ， 就让自己充满信心地迎接下一个征途 。” 小何建

议道。

“ 如果确定了要重读一年， 就要学会积极的心理

调适， 通过科学的方式宣泄和转移焦虑情绪为自己树

立起更高的目标。” 高三班英语老师林慧英建议道。

近日， 一张广东省博物馆观众留言本的照片在网

上引起热议。 有人在留言本上质疑“博物馆工作人员管

得好多啊”“不让孩子解放天性吗？ 跑怎么了跳怎么了？

碰恐龙又怎么了……”对此，广东省博物馆回应：“在博

物馆遵循相关的礼仪规范，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博物馆

礼仪，从娃娃抓起。 ”四川博物院则在官方微博上做了

一个关于博物馆文明参观的投票调查， 该项投票调查

已达

40

多万的阅读量，其中接近半数的网友认为“在

展厅大声喧哗、四处跑动”最“不能忍”。

近年来，利用寒暑假时间带着孩子参观博物馆，越

来越流行。 参观博物馆能够让孩子们直观、近距离地感

受文化的厚重感和生命力， 是对孩子们开展文化启蒙

和文化教育的不错选择。 然而，部分“熊孩子”在博物馆

内追跑打闹、大声喧哗，甚至损坏文物，影响了参观秩

序，也可能带来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损失。

博物馆不是个体的私人空间， 它是一个具有公共

规则的社会空间，无论长幼尊卑，任何人进入博物馆都

要遵守博物馆的参观规则， 否则庄重肃穆的博物馆和

人声鼎沸的游乐场有何区别？ 不文明参观现象，既给博

物馆管理出了难题， 也提醒我们必须补齐孩子的博物

馆礼仪短板。

补齐孩子们的博物馆礼仪短板， 需要充分发挥家长

们的榜样示范作用和教育引导作用。 家庭是孩子道德规

范素养培育的主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德育老师。

家长应主动了解博物馆的概况和参观规则， 并告诉孩子

们进入博物馆之后，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针对平时比较调皮的孩子，家长们可以采用“约法三章”

的方式，运用激励机制和惩罚措施，确保孩子能够全程遵

守博物馆参观规则，顺利地完成博物馆的参观活动。 面对

孩子在博物馆的违规行为， 家长不应以宽容和漠视的态

度对待，要对孩子的不当行为加强约束。

此外， 博物馆还需要继续加强参观规则的宣传力

度。 除了在醒目位置设置“博物馆需要静静地参观”“展

品在睡觉，请勿触碰”等提示外，还可以开设专门的博

物馆参观规则学习和体验室， 由专门的博物馆工作人

员为进入博物馆参观的各类人员提供免费的讲解，提

醒参观者不文明参观会给博物馆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

告知相应的惩罚措施。 针对低龄儿童，博物馆可以增设

儿童博物馆参观规则体验分享室， 聘请专职社会工作

者运用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专业技巧， 通过开展参

与式、体验式、分享式的游戏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

知晓博物馆的参观规则。 博物馆工作人员可以对每一

位参加博物馆参观规则体验分享活动的孩子进行相应

的考核，并向考核合格的孩子发放博物馆参观卡，拥有

参观卡的孩子才可以在家长的陪伴下参观博物馆，对

于考核不合格的孩子， 博物馆可以增加考核次数和时

间，直至考核合格领取到参观卡为止。

总之，博物馆不是“熊孩子”解放天性的地方，而是

孩子习得文化知识、培育道德素养的良好去处，必须抓

紧补齐博物馆礼仪短板，引导包括“熊孩子”在内的公

众文明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