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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教育快讯

小“超模”如何“走”出大精彩

本报记者 汪珊兰 文

/

图

市二保：

爱 眼 护 眼 从 小 做 起

全市中小学开展“筑梦可爱中国，

诵新时代赞歌”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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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各种少

儿模特大赛此起彼

伏，

T

台已不再只是

成人的专属地， 活

泼可爱又不乏时尚

感的小朋友们， 也

在

T

台上迈起自信

的脚步。 与之相伴，

少儿模特课也逐渐

兴起， 成为家长挖

掘孩子艺术潜质的

又一途径。

在少儿模特培

养的过程中，如何让

孩子和家长正向成

长，家长又应该如何

进行正确引导，让少

儿模特“秀”出真正

的精彩？记者近日就

此进行了采访。

少儿模特培训市场火热

12

岁的小周是上饶市六小的六年级学生，接受专业模

特培训已有

2

年时间。“ 我本来是学跳舞的，后来班上有同

学参加了少儿模特大赛，妈妈让我也去试一试。 ”小周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她能在

T

型台上走出自信的步伐，

并获得评委老师的肯定，这让她充满了成就感和继续学习

的动力。

小周的母亲汪女士说，“ 我很多朋友的孩子都参加了

模特比赛，他们在舞台上走秀时充满自信，我希望自己的

孩子也能像他们一样。 ”

不过，少儿模特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背后的付出

却不少。

“ 少儿模特前期培训费用从上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平

时参加一场大型走秀活动， 孩子就要提前好几天做准备。

如果出省参加比赛，就更加费钱又费力了。 ”同样给孩子报

了模特培训班的张女士说，“ 虽然花费不小，但是相关培训

能开阔孩子的眼界，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我觉得很

值得。 ”

10

月

15

日，记者走访了饶城几家培训机构，其中一名

模特导师陈梦玲告诉记者，“ 前几年，了解少儿模特的人不

多，接受相关培训的孩子也很少。 ”陈老师还说，如今，饶城

少儿模特培训机构越来越多，报名费用也在水涨船高。

培养少儿模特初衷各异

不少接受采访的家长告诉记者， 让孩子接受模特培训，

主要目的是培养兴趣爱好，增强孩子的自信和锻炼形体。

“ 去年孩子参加了一场模特秀。 她对此很感兴趣，便报

名参加了专业模特培训。 ”饶城市民方女士告诉记者，“ 接

受培训一年多来，孩子的形体、走路姿势、自信心等方面有

了很大提升。 ”

“ 孩子参加模特比赛时不怯场，能在众人面前大方地

展示自己，我们的培训目的就达到了。 ”广信区一小四年级

学生小陈的母亲马女士说，“ 参加模特比赛不是为了获奖，

而是希望孩子的性格尤其是形体等方面得到良好塑造。因

为我家孩子总是缩着脖子，想着模特培训对改善这个问题

有所帮助，就给孩子报名了。 ”

不过，有的家长初衷则完全不同。 有家长接受记者采

访时曾表示，让孩子接受少儿模特培训，是希望孩子将来

能有较好的收入。

“ 我们平时的培训内容包括站立要诀训练、摆臂节奏、

呼吸气息重心， 以及孩子面对镜头时的形体和表情训练

等。少儿模特培训有助于改善孩子高低肩、驼背、塌腰等情

况。 ”陈老师表示，与成人模特培训相比，少儿模特培训的

目的相对单纯，“ 家长想通过培训让孩子成为童星的情况

并不多见。 ”

家长应当好“把关人”

有些家长认为， 孩子参加模特比赛时需要浓妆艳抹，

身着华丽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助长虚荣心。长此以往，

可能会让孩子只关注外在美，忽略了内在美的培养。“ 一些

少儿模特比赛水平参差不齐， 有些孩子走秀时穿得很清

凉，感觉有些不妥。 ”饶城市民黄女士说。

培训学校的陈老师则认为， 参加少儿模特比赛时，很

多孩子会全力以赴，战胜恐惧心理，增强自信心。

从事教育工作的刘女士认为，家长在儿童成长期培养

形体和礼仪无可厚非，但是让孩子过早接触太商业化的演

出，并不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接受少儿模特培训、参加少

儿模特赛事可以成为孩子的兴趣爱好或社会实践活动，这

对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有一定好处。“ 但是，在接受培训和

参加少儿模特赛事的过程中，家长要做好‘ 把关人’，不能

片面追求舞台效果或少儿模特职业化。 ”

“ 家长要以孩子的健康发展为最终目标和衡量尺度，避

免将少儿模特变成监护人的牟利工具，避免过度娱乐化和

商业化。 ”对于如何让少儿模特培训正向引导孩子，饶城市

民王先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饶城市民徐女士也给女儿报了少儿模特班， 她说，少

儿模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所接受。“ 希望孩子

们通过专业的少儿模特培训，家长做好引导，让孩子们站

在绚丽的舞台上，走出自己的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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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信区第七小学在

“ 陪伴破茧的辛劳，享受成

蝶的幸福” 办学理念指引

下 ，凝练出“ 蝶样年华 羽

化人生” 为品牌的学校文

化， 构建了“ 三步七彩四

翼” 特色发展模式。 一年

来，该校的“ 蝶样年华 羽化人生”校园文化精神，已经植入

师生的内心，渗透于每一项活动中，氤氲在校园每一个角

落，指引着师生幸福成长。

三步曲蓄积“ 破茧”的力量。 三权联动，组建联翼互动的

管理骨架：学校探索构建管理新模式

,

将校际领导决策权，年

级组执行权，中层处室指导督查权的三权联动，管理团队和

所有教师成员联翼互动。 三类联建，组建级层共荣的课程体

系：将“ 七彩蝶课程”与国家、地方课程进行统整和融合，设

计融合课程表，组建级层共荣的课程体系。 第一到第五节课

是基础课程，第六到第七节课时为拓展课程和个性课程；实

行长课、短课结合。 预留给自主课程充分完整的时间，从时

间和课表上保障特色课程的有效实施。 三轴联动，构建分进

合击的教研机制：明确教研基本方向———《“ 蝶样年华”素质

教育范式的创新实施》；编撰校本课程《 梦蝶：蝶样年华在七

小》；成立“ 教师羽化学院”，统领教师培训研修工作。

七彩课组合构建“ 羽化”的内涵。 智能理论支撑课程框

架：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的“ 多元智能”理论以及现代

学生观，把蝴蝶的色彩与多元智能做一一对应连接，构建

起本校的特色课程体系，形象的命名为“ 七彩蝶课程”。 七

彩元素优化课程建设：将校本课程分为七个类别，即红彩

课程、橙彩课程、绿彩课程、蓝彩课程、紫彩课程、黑彩课

程，将校本课程与学生的多元智能和全面素质进行逻辑自

洽的对应，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双轨评价主导建设标准：

构建“ 一核三强”学科素养评价和“ 两册四币”的德育操行

评价的双轨评价体系，从德智体美等记录孩子成长历程和

印迹，全方位、立体化对学生进行鼓励与引导。

四翼式策应保障“ 化

蝶”的效应。“ 茧房式德育”

努力实现环境育人、活动育

人、全员育人、全学科育人、

全时空育人。 打通校内外

的界限，打通家校社通道，

打通学科壁垒。 确立了“ 自

学有疑———顺疑入学———合作解疑” 为模式的“ 助蜕式”教

学。 助蜕式教学，其核心是给学生以启发、引导、点拨，激发学

生主体意识，帮助他们开启思路，弄懂学通，实现学习上的蜕

变。“ 比翼”寓意七小的管理团队和所有教师成员团结一心，

分工合作，奋飞前进。 学校管理通过依法治校，按章治校；实

行扁平管理，民主理校；发展教师“ 自组织”，让教师乐享职业

人生；建立评价机制，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学校教育科研

精选课题研究方向，凝练学校重点项目，加大科研攻关，让学

校品牌建设和内涵发展亮点突出，创新出彩，助推学校华丽

转身，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打造“ 蝶样年华，羽化人生”校园文化品牌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广信区七小必将上下求索，力争在饶城教

育的星空闪耀光芒。

(

广信区第七小学 郑兴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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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汪珊兰报

道：随着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以及电脑、电视的普及，现代

人的用眼时间大大增加，眼睛

是心灵的窗户，为了让每位幼

儿、老师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

睛，远离近视，上饶市第二保

育院特别邀请了上饶市爱尔

眼科的医生进行了一次“ 近视

防控眼健康科普知识”活动。

培训中，讲课医生从实际

生活出发，以图片的形式结合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师们介

绍了眼睛的基本构造，以及幼

儿近视、远视、弱视等一些常

见眼睛前期表现、预防和治疗

措施，大家一个个听得聚精会

神， 还不时地向医生提问学

习。 此外，医生们还进入每个

班级认真、细致地给孩子们做

了眼部健康检查。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让孩

子们爱眼护眼， 幼儿园每个

班级的都设有 “ 爱眼护眼 ”

主题展板， 大力宣传和普及

了爱眼护眼知识， 让大家了

解了近视的成因和危害， 激

发了保护眼睛的意识， 培养

大家保护眼睛的好习惯， 也

使幼儿园预防近视的工作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爱眼护眼健康教育

系列活动，不仅让每一位老师

和幼儿懂得了爱护眼睛的重

要性，增强了爱眼护眼意识和

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以后的日

常生活中，孩子们知道了用眼

卫生， 科学用眼的好习惯，掀

起规范爱眼护眼从我做起的

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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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姜寿莲 记者汪

珊兰报道

:

为更好地实施针对

乡村教育的精准扶贫工作 ，

让城乡儿童手拉手， 共同成

长 。

10

月

12

日下午 ， 上饶

市第六小学六名少先队员与

部分党员老师来到了秦峰二

中， 与秦峰二中的小伙伴们

开展了“ 城乡少年手拉手 童

心筑梦共成长” 手拉手互助

活动。

两所学校的少先队员们

借此机会进行结对沟通。 结

对小伙伴们手拉着手， 就好

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 ，

他们纯真的笑容感染了在场

的每一位老师， 整个过程洋

溢着快乐， 洋溢着幸福， 洋

溢着友情……

与秦峰二中手拉手结对

活动的成功开展， 使两所城

乡学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做到优势互补 ， 资源共享 。

同时拉近城乡孩子之间的距

离 ， 增强了彼此间的友谊 。

让队员们共同认识社会、 认

识家庭、 认识自我， 学会感

恩、 学会生活， 帮助队员们

塑造积极、 健康的人生态度。

随着今后交流的日益加深 ，

孩子们的双手一定会越拉越

紧， 心一定会越贴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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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汪珊兰报

道：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根据“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部署，

10

月

13

日，全市中小学“ 筑梦可爱

中国，诵新时代赞歌”主题讲

故事、演讲比赛在上饶市图书

馆举行 ， 来自全市

12

个县

（ 市、区） 、市直学校的

42

位选

手参加了比赛。

比赛中， 选手们精神抖

擞、意气风发，绘声绘色地讲

述了在红色的赣东北上发生

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既有以

方志敏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红色

赣东北时， 为穷苦人民寻解

放，不怕牺牲、顽强斗争的英

雄壮举，也有新时代共产党人

在建设大美上饶征程中，传承

和发扬方志敏精神，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壮

丽篇章。

来自上饶市四中的张书丞

同学说，“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

受到很深的教育。 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是无数像

方志敏爷爷一样的革命先辈用

鲜血换来的。 我们新时代的少

年儿童一定要继承先烈遗志，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从小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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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铅山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和上饶市鹅湖书院景区管委

会联合举办的“献礼新中国

70

华诞暨‘我和我的祖国’青少年书画

作品展示”在鹅湖书院举行。 当天上午，该县

22

名青少年满怀激

情，挥毫泼墨，进行了绘画和书法创作。一幅幅美丽的画作，一张张

绚丽的翰墨，充分表达了孩子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诠

释了他们的爱国情、报国志。 陈万民 记者 汪珊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