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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最狠校规”破坏
校园生态

近日，山西省平原市某中学的学
生行为规范引发广泛热议。其颇具争
议的内容，包括学生带手机入校一律
摔坏或抛入水桶、女生发辫不得超过
21厘米等。新生到校日当天，学校采
用金属探测仪、人工排查等方式寻找
手机，并当场销毁两部手机，同时勒令
200余名女生剪短头发。不少网友将
该校规称为“史上最狠校规”。

校方的铁血手段，的确有其初
衷。从实际的校园生态来说，学校所
面对的，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而是全
国所有同类学校中的通病。但不同的
学校，会有不同的应对之策。以手机
来看，如果过度沉迷，的确有可能危害
孩子的学业发展，但采取契约式的使
用规则、营造必要的使用环境，甚至将
之作为现代化的教学资源，让课堂与
网络和解、与智能（AI）对话，不也在不
少学校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了吗？校园

“大数据”管理、电子书包教室、线上课
程冲浪……这一切都与手机、平板电
脑等设备离不开，合理地挖掘数据，以
网络因材施教，营造出更多元、更智
慧、更精彩的校园生态，正在很多地方
成为现实。

参差多态，各美其美，是一个健康
生态的标志。这对于校园来说，也是
一样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未来已来的
时代，采用封堵、闭塞、惩戒的蛮横方
式，拒新技术、新思维、新理念于学校
大门之外，其实是走不通的。更进一
步说，从法治的角度看，手机等电子产
品属于“物权”的范畴，学校出于科学
管理的初衷，选择采取协议、代管、转
交等方式，并不为过，但绝没有侵犯、
占有乃至损毁他人财产的合法权力。
依法治校、合法治教，以法治取代人
治，在现实的坚壁面前，其实还有很大
的反思空间。

至于勒令学生剪发，强制推行统
一的审美标准，公开施行宣讲、警告、
惩戒等管理方式，并与学生的固有权
益相挂钩，直至实现某种沙漠化、单维
化的校园生态。毫无疑问，这都多少
令人感到遗憾。

实事求是地看，我们充分理解学
校的管理之困、之忧、之繁，但采取一
刀切、禁堵惩罚的简单方式，绝不是解
决问题的合适途径。管理应有其边
界，这个边界是对基本的伦理规范、审
美需要和法治精神的尊重。享受平等
的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难道一
个爱留长辫子的女生就天生带有原罪
吗？这些问题，我们只要稍加思辨，就
能看出其中的症结。

“最狠校规”的出台，是一场对多
元生态的挑战，它突破了底线，而走向
失衡、失色和失常。每一个步入校园
的孩子，都是天真烂漫、性格独具的原
装生命，而每一个走出校园的“产品”，
都贴着统一的标签和质量标准，成为
社会固化、价值固化的一枚螺丝钉。
这与国家立德树人的初衷背道而驰。
每一个管理者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
何调动管理资源，发挥集体才智，让学
校更有人情味，让教育能更温暖、更丰
盈、更包容地落地。管理者的眼中，除
了看到三年后的中考、高考成绩，是否
还应该看到孩子一生的发展维度？教
育所需要培养的，不是脸谱化的考试
机器，而是活生生、极具个性和创造力
的生命。

我们不需要“最狠校规”。相反，
我们需要给权力划定边界，让管理走
上法治，使人性的光芒照亮校园的每
一个角落。显而易见，实现以生为本
的终身教育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邱磊）

守望教育初心
——市小学学校发展共同体暑期研训活动侧记

通讯员 袁军辉 符文豹

宝贝巡园 爱的“摸摸哒”童年时光机

新区普善幼儿园迎新生活动别具一格
通讯员 袁军辉 徐健

“我们小学学校发展共同
体本着资源共享、相互PK、共
同提高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希
望今年暑假的培训能做到立足
校本、立足实际、立足共同体，
集中智慧、资源和力量，做到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8月24日举
行的2019年市小学学校发展共
同体暑期教师培训开幕式上，
教师发展中心干训处主任韦兆
生说。

今年是市小学学校发展共
同体成员单位丹凤实验小学、
珥陵中心小学、里庄中心小学、
陵口中心小学、行宫中心小学、
前艾中心小学、练湖中心小学、
折柳中心小学联合举办暑期教
师全员培训活动第二年，与会
人员将一起通过聆听专家讲
座，老教师讲述从教生涯故事，
学校条线工作研讨，一起更新
教育理念，提升管理水平。

我的教育梦，特级教师教
你如何做好一名小学教师

“我们的小学老师一定要
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
梦，做到不忘教育初心，立德树
人，与时俱进，才能成为一名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在专家讲座环节，原市华南实
验学校副校长、特级教师王文
忠以教育梦想作为开场白说
起。

在踏上教师工作岗位的第
一站“肖家小学”，王文忠讲述
了“孔子故事‘背’一年”“课表
常常空‘两格’”“校长听课连三
次”等成长故事，凸显“村小任
教围着课堂转”的教育理念形
成；因为在《镇江日报》发表一

篇新闻消息的机会，王文忠从
村小调入访仙中心小学工作，
他讲述了自己跟景立嵩、张锁
荣三人一起学习陶行知办学理
念，从以身示范一年 100多个

“豆腐块”文章到引领青年教师
投身教育科研，成为教育教学
的行家里手，凸显“科研兴校，
立美育人”的教育理念形成；调
任华南实验学校副校长，王文
忠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听课
与上课，带领教师开展语文教
师补“数学”，开展教师资源整
合、教育方式整合和学生学习
兴趣特点整合等方面的深层次
研究，使学校的基础学科形成
了综合渗透的局面，凸显了一
名小学教师不变的教育情怀。

不忘初心，老教师诉说守
望农村教育的点滴故事

丁晓华，丹凤实验小学的
“丁伯伯”。他用幽默风趣的语
言讲述自己无论处于何种岗
位，都能敬业爱岗，默默耕耘，
将大好年华奉献给了学生，奉
献给了教育。曾经风华正茂，
青春洋溢，如今年过半百，两鬓
染霜，任凭斗转星移，依然热情
未改，初心如一。

裔荣芳，从司徒谭甲初小
到练湖小学，38个教坛春秋，她
将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教育。
她用一颗爱学生的心聆听孩子
们的喧闹，用一腔爱学生的情
放纵孩子们的懵懂，尤其是“骑
架子车的女孩”故事令人动容，
她用爱心凝聚真诚，给予了练
小孩子诗意与远方。

景晓凤，一名自愿从城区
小学调到茅山老区行宫中心小
学工作的音乐教师。她，古筝

弹奏行云流水，让听者如痴如
醉；她，在学校古筝社团的指导
中，不厌其烦，奉献爱心，面对
面，指导学生弹奏指法，敲打动
作；她，处处为学校考虑，能省
就省，到兄弟学校借器材，借服
装，不辞劳苦……也正因为她
的拼搏，她的付出，她的团队在
今年五月份的文艺汇演中获得
了市文艺汇演器乐组一等奖。

……
8位老教师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后来者做出了榜样，树
立了标杆，他们是农村学校的
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们
是农村学校的勤务兵，样样都
做事事精；他们是农村学校的
年轻人，继续努力奉献一生。8
所共同体学校的负责人还专门
为老教师送上鲜花，致颁奖词，
感谢他们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
光献给了乡村的教育事业，用
自己的一颗平凡爱心为莘莘学
子撑起了一片理想的天空。

校本研训，学校条线工作
该如何落地生根

“我们学校在校本研训中，
将设立以‘小幼衔接’为主体的
基础课程，以‘社团活动’为主
体的特色课程，以‘选课走班’
为主体的拓展课程，构建‘自上
而下、上下结合、以校为本’的
教研体系，全面提升教师专业
发展水平，成为丹阳南大门的
明珠学校。”丹凤实验小学的

“三类课程的探索与实施”，让
大家看到了该校一直立足学校
发展、质量提升、成长需要的孜
孜追求。

“为了有力推动教师队伍
素质的整体提升，我校以名师

工作室建设为突破，着力打造
‘三自’课堂教学特色、推动学
科团队建设、培养优秀教师群
体。11个名师工作室成立，名
师工作室成员在领衔教师的
带领下制定个人发展规划，开
展教学教研活动，分享教育教
学成果，参与阶段工作展评，
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导师引
领、研修共进、辐射带动’的强
劲发展动力。”实验学校作为
特邀代表进行交流，展现“三
自教育”特色品牌正集聚着越
来越强劲的发展动能，释放出
越来越鲜明的外溢效应。

“我们行宫中心小学，
地处茅山老区，学校借助本
地丰厚的人文资源开办‘季
子学堂’，尤其是在学校‘党
员示范岗’‘妇女微家’‘蒲
公英之家’等特色品牌志愿
老师的带领下，把留守、流
动等儿童通过资源整合带入
广阔的传统文化和生活实践
的场景中开展学习，为留守
儿童的健康成长架起桥梁，
为蒲公英的自由飞翔保驾护
航。”行宫中心小学用“季子
学堂”助力学生诚信品格提
升的做法获得了大家的啧啧
称赞。

“从松散到紧密，从自发
到自觉，从共建到共享，小学
学校发展共同体的全体成员
不忘初心，一步一个脚印携手
前行，成为全市学思结合、知
行合一、形神俱备的典范！”教
育局人事科副科长唐志辉在
活动中强调，希望大家一起担
当作为、实干求进，为实现丹
阳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跨越贡
献智慧和力量。

“幼儿园的老师真的太有
心了，让我们在巡园活动中不
知不觉就熟悉了幼儿园，为老
师们点赞！”参加完新区普善幼
儿园迎新生活动的家长们，谈
起活动的收获也是言犹未尽。

位于开发区御龙湾小区东
南侧的新区普善幼儿园，一直
秉持从小培养幼儿自主、独立、
探索的生活能力和习惯，为了
让新入园的孩子感受深厚的园
所文化，新学期第一天，幼儿园
就组织全体小班新生幼儿及家
长开展主题为“人生新起点，从
这里出发”活动，让孩子和家长
爱上幼儿园。

爱的“摸摸哒”祝福学问
大

“祝宝贝一鸣惊人！”伴随
着“咚咚咚”的敲鼓声，老师的
祝福语及时跟上，一旁的家长
乐开了花。

原来，当家长带孩子入园
走过红地毯，穿过彩虹拱门，就
步入了爱的“摸摸哒”活动环
节，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小眼
睛仔细观察绿油油的香葱、金
黄色的橘子、红通通的苹果，时
不时用小手去摸两下，老师送
上“愿宝贝聪明伶俐”“愿宝贝
大吉大利”“愿宝贝平平安安”
的祝福语。正所谓新学期新气
象，幼儿园的老师们用自己的
聪明才智给孩子们送上了独特
的祝福。

宝贝来巡园 比比谁最快
“欢迎来到园长妈妈的办

公室，希望小宝贝讲文明、懂礼
貌，开开心心每一天！”孩子在
家长的帮助下找到了园长室，
袁玉清园长为孩子们的游园卡
盖章并送上祝福话。

这是“小小勇敢者——新
园所巡游”活动的精彩一幕，每
位家长和孩子们到幼儿园指定
地点领取游戏任务卡，根据游
戏卡的任务，寻找幼儿园的指
定地点并进行亲子游戏大闯
关，“爱的小推车”“欢乐走迷
宫”“快乐投掷”“爱的传递”“传
球乐”“可爱的小竹人”等琳琅
满目的游戏，考验家长和幼儿
配合的默契度、灵敏度、精准
度，欢笑声、加油声、鼓励声此
起彼伏，整个幼儿园变成了欢
乐的海洋。

童年时光机 记载小美好
星语星愿挂上树。在幼儿

园的大厅里，家长和孩子们都
在忙碌着，家长将孩子的成长
祝福、入园希望工工整整地写
到祝福卡上，一字一句读给孩
子听，然后一起挂到祝福树上。

掌印、脚印，心心相印。在
户外幸福成长树的旁边，女孩
子手掌印画，印画成一棵棵

树。男孩子握拳印画变成小脚
印，印出一条路，寓意着孩子在
普善幼儿园成长的路上，一帆
风顺，健康成长。

甜甜棒棒糖，寓意“我真
棒”。完成游戏卡的孩子可以
领取甜甜的棒棒糖一个，老师
们给予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
寓意着甜甜的幼儿园生活即将
起航，普善幼儿园欢迎宝贝们
的到来。

童年时光机。幼儿园开展
新生靓照征集活动，鼓励家长
与孩子在幼儿园最爱的一处角
落合影留念，形成幼儿三年前
和三年后的对比照，让孩子记
住在普善幼儿园成长的足迹与
欢乐时光，同时还进行“最佳创
意奖”“最佳萌宝奖”“最佳风采
奖”的评选。

新的征程已经开启，“善
学、善思、善言、善行”的普幼人
将在实干担当中一路前行，努
力培养培育一批又一批“健康、
快乐、智慧、善良”的阳光儿童。

幼教天地教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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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新学年：

4个方法让孩子快速适应新节奏！

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英国心理
学家就在研究这些现象，而他们调
查的大量案例表明“开学焦虑症”的
确存在。

美国的心理学家在近年来问卷
调查中也发现，大部分孩子都会或
多或少地在假期末尾感到紧张和焦
虑。

这其中5%到28%的人反应得
比较严重，他们会有不同程度的拒
绝合作、闷闷不乐、乱发脾气、损坏
器具或失眠等症状。有的低年级孩
子还会出现语言障碍或行为退步，
比如含手指、爱哭等。

这样的焦虑状况有时会一直持
续到开学后很长时间。

美国内华达大学心理学教授克
里斯多夫·吉尔尼指出：“出现焦虑
症状并不罕见，但是它对儿童的伤
害是不可低估的。有焦虑症状的孩
子会因为感觉不到饥饿和其他身体
需求，造成短期营养不良和健康危

机，而如果忽略对他们的帮助，不仅
眼前的困境难以解决，还有可能给
未来的成长和生活留下更大的隐
患。”

开学恐惧症的主要症状往往有
情绪低落、心慌意乱、无缘无故发脾
气、浑身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记忆
力减退、失眠等，严重时，有的孩子
还有头痛、胃痛等躯体不适症状。
这些并不简简单单是孩子逃避开学
的理由，也不是“学渣”们的矫情。

开学的消极情绪同样也会出现
在“学霸”身上，因为他们往往自我
加压过重。这种强烈而持久的焦
虑，会抑制大脑皮层的高级心智活
动，引起正常行为的瓦解，反而使学
习效率降低。

不过，就像成年人也会有周一
恐惧症跟假期综合症一样，通常孩
子的开学焦虑是可以通过及时干预
来有效缓解的。

那么，我们该怎样帮助孩
子摆脱开学焦虑，把心收回来，
更好地迎接新学期呢？

1、调整生物钟。
要收心，先收“身”，把生物

钟拨回开学节奏，身体作息状
态“到位”是第一步。

这里可以举个反例，就是
小S徐熙娣。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小S也
和广大普通家长们一样，要操
心熊孩子们的暑假生活。翻看
她往年的微博，暑假里，往往是
带着孩子到处玩。

假期中，小S充分陪孩子玩
耍放松的做法当然是没问题

的。
但是，这种疯玩的模式，在

最后阶段就一定要停下了，要
逐步帮助孩子重新适应有规律
的生活，防止开学后的不适应。

而且，不仅要让孩子调整
生物钟，做到作息时间上的规
律；同时还要调整学习时间上
的规律，让孩子多看看书，帮助
他们逐步找回上课时的状态。

2、复盘暑假，查漏补缺。
从“疯狂假期”模式，立即

切换到“静坐学习”模式，孩子
肯定会感到不适应，此时，我们
可以跟孩子一起“复盘”暑假生
活，回顾一下这两个月来的收
获和不足，把心慢慢收回来。

同时，像离家出走的淘淘
一样，还有很多孩子对于开学
感到焦虑的原因跟作业有关。

此时，就需要爸妈来帮孩
子把把关。

物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思
想实验——“薛定谔的猫”，即
你不打开盒子，永远不知道盒

子里的猫是死是活。
或许薛定谔是检查孩子作

业的时候找到的灵感：你不检
查娃的作业，永远不知道等待
你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帮孩子把关，既是帮娃减
轻焦虑，也是让我们自己减少
焦虑和惊吓。

3、一起做开学准备。
女人们都知道，包治百名，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零售疗
法”，指的是人们通过购物来自
我调节、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
绪等的一种实现自我疗愈的方
法。

在经济可承受范围内，给
孩子买些新装备，能够给他们
提供新鲜感，抵消对开学的抵
触情绪。

物质上的准备要有，心理
上的准备也不能少。

可以鼓励孩子联系老师同
学，互相分享新鲜事、相互关
心，做好迎接新的学习生活的

心理准备。
4、调整自己的

心态和预期。
暑假操心完谁带

娃，报什么班，接娃送娃检
查作业，开学紧接着又要操心
孩子能不能适应学习能不能
跟得上——家长这工种，真的
谁做谁焦虑。

难怪，有时候，孩子还没焦
虑，家长自己的心态就先崩了。

对于这种焦虑，儿童心理
科专家表示：“如今的家长与孩
子学业捆绑之紧密前所未有，
面对开学后的学业压力，家长
会跟着紧张也在情理之中。只
是家长应注意控制自己的焦虑
情绪，否则这些负能量会进一
步影响到孩子。像每天念叨就
是错误的情绪宣泄，让原本不
怎么紧张的孩子变得烦躁起

来，反而对上学这件事更加反
感。”

孩子跟家长的情绪是会互
相影响的，在避免自己陷入焦
虑紧张状态的同时，积极引导
孩子，保持自己的轻松愉悦，才
能不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

小编说：说白了，还是该吃
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
——最后，预祝各位学生小朋
友、家长大朋友开学愉快，勇往
直前！

把心收回来，迎接新学期

开学焦虑症：

情绪低落、心慌意乱、无缘无故发脾气……
“孩子终于开学啦，我高兴的

像个二百斤的孩子！”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只要孩子开学！”

“开学，孩子的孤单，爸妈的狂欢……”
俗话说得好，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说到开学，爸妈是松

了一口气，孩子们却明显没有那么高兴。
开学前，一位10岁小朋友上了微博热搜。
这位来自杭州的淘淘同学因为暑假作业没有写完，居然“毅然决

然”地选择了离家出走。据孩子妈妈胡女士向记者解释，她上午给儿
子打了电话，孩子说暑假作业都写完了，结果等中午回家，她才发现淘
淘的暑假作业简直就是那首抖音神曲——空空如也，气得她火冒三
丈，把儿子训了一顿。

这一训，就把孩子训得离家出走了。所幸，在警察叔叔的协助
下，胡女士把儿子找了回来。

表面上看起来，这不过就是个不完成作业还闹离家出走的
熊孩子，实质上，孩子当时的心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焦

虑、着急得多。
千万别觉得孩子只是在闹脾气，这很有可
能是孩子的“开学焦虑症”的一种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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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启，对于学生来说，能否
顺利通过开学过渡期最为关键，只有
及时收心并排解开学前的焦虑，才能
思想上不掉队、行动上不落伍、学业上
不欠账，跟上新学期的新进程。因此，
心理专家赵平平老师支招，从五个方
面教学生、家长主动收心：

1、调节生物钟
开学前后，学生要按学校的作息

时间安排饮食起居，不要因为作业欠
账而开夜车，影响生活规律的形成。

2、备齐学习用具
低年级学生可以在家长的陪同

下准备学习和生活用品，高年级学
生要自己将衣服、鞋帽等洗刷干净，
做好开学前的各项准备。

3、转移注意力
开学后，学生要接受家长的意

见，主动克制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
学习上来，查一查哪些作业需要完
善，哪些知识还模糊，及时请教同学
和老师。

4、为孩子提供安静的“收心”环
境

开学后，家长主动做到不喝大
酒，不打麻将，不在家里组织娱乐活
动，按时准备一日三餐，督促孩子按

时午睡，早睡早起，调节生物钟，适
应开学后的“时差”变化。

5、与孩子进行感情交流
家长要与孩子一同进入学习状

态，多鼓励沟通，给予积极的心理
暗示，让他们对学校有所憧憬。此
外，早晨起来跟孩子打打球、踢踢
毽子、跑跑步也是一种有效的感情
交流。

心理咨询中心赵平平老师：

学生、家长从五个方面主动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