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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听老师话！”“加油！宝贝！”家长
们站在窗口盯着自家的孩子看了又看，
舍不得离开。28日，小学一年级新生首次
到校进行新生教育。背上书包自己走进
教室，完成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小学生的
转变。早上8点不到，一年级的新生们就
都到齐了，记者也跟着小朋友们一起，看
老师用什么“魔法”让他们快快适应小学
生活。据了解，今年小学新生全部是
2010年9月1日前出生，“10后”开始上
小学啦！

学长变身“小导游”带他们逛校园
穿着校服，系着红领巾，戴着大队委

的袖标，一群高年级孩子代替老师担当
“小导游”，带领学弟学妹们认识校园。虽
然年龄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颇有小大人
的样子。

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负责带领4名一
年级新生，兰园、操场、体育馆、厕所、老
师办公室，细心的学长学姐们都一一介

绍到。
脱离了老师视线，有几个“小调皮”

就开始不老实了。刚开始还听得认真，一
转眼，看到学校里面有健身的双杠、爬梯
等器材，趁着学姐说话的工夫，“小调皮”
就爬上了爬梯。高年级的学姐一回头就
抓了个正着。

小学校长介绍，过去，认识校园的活
动都是由老师带队完成的。“这几年，我
们开始尝试让高年级的同学来带一年级
新生游览校园，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和老
师比起来，更没有距离感，希望这样能让
一年级新生更快地融入校园。”她说。
五角星、手机拍照，搞定萌娃有法宝
教室城坐了一会儿，孩子们很快就交

上了新朋友，叽叽喳喳，好不热闹。班主任
来啦！“小眼睛，看老师！小嘴巴，闭起来！”

“抱臂坐正！”大多数的小朋友都能够很好
地完成老师的指令，但总还有一两个小朋
友，要么是在玩手，要么是趁老师不注意

就和新交的小伙伴聊起天来。
室内训练之后是室外。在一（5）班门

口，小学新生们在练习放学排队。男生和
女生手拉手并排站好，两列队伍笔直地
站成了两条直线。可是，还没维持三分
钟，老师刚走到后排去调换位置，前排的
小伙伴们就开始说起了悄悄话。这时候
老师就要拿出看家法宝了。“我看谁的表
现好，谁就可以得到一颗五角星。”老师
拿出五角星贴纸的那一刻，弯弯曲曲的
队伍瞬间站得笔直挺拔。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还不时地拿出手
机给孩子们拍照，这是要做什么呢？

通过照片和姓名的对照，老师能更
方便快速地认出每一位同学是不是坐到
了排好的位置上。一位班主任说：“当我
们拿出手机拍照的时候，孩子们的注意
力是集中的，他们也知道，老师是喜欢
你、关注你，才会给你拍照，这也是一种
鼓励。”

■提醒
开学要做这几件事

9 月 1 日一年级的小朋友就要正式
上学了，这些天该做哪些准备？记者请教
了小学一年级班主任。

文具准备：
低年级的孩子文具要准备简单实用

的，不要太花哨，学习用品上写上名字。
铅笔，家长根据学校的要求购买即可。
书包不是越豪华越大越好。低年级

的书本并不多，孩子一定要选自重轻，肩
带宽的书包，养成自己背书包的好习惯。

注意作息：
这几天不要看电视要早睡早起。小

学虽然有午休，但时间不长，如果孩子平
时有午睡习惯，一定要调整生物钟。

孩子坐不住的情况会发生，建议不
要出外长时间游玩，每天可以让孩子练
习坐，从5分钟开始，可让孩子听故事复
述，锻炼注意力。

“10后”开始上小学了
老师搞定萌娃有法宝

近日，教育部、国家标准委等部门正
在对操场的“国标”进行修订。目前，新国
标已拟出了讨论稿，正在征求专家意见，
具体公布时间仍未确定。

2015年底以来，江苏、深圳、北京、
浙江、上海等地陆续有学校家长称，孩子
因校园塑胶操场“有毒”，出现头晕、流鼻
血等症状。有关塑胶跑道的建设标准因
此成为关注焦点之一。

教育部今年6月时曾表示，将会同
环保部、住建部、体育总局和国家标准委
等部门，研究相关标准的制定等有关问
题。实际上，各地标准已陆续以不同形式
出现。
■焦点1
各地制定主体不同“浙标”官方制定
记者梳理发现，已出台的“地方标

准”，分别以行业自律和政府规范两种形
式出现。

江苏标准即以行业指导书的形式出
现，体现行业自律性。“2014年底，住建
部取消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的资质审批”，
江苏省体育建筑施工行业协会副会长沈
祖建说，这意味着今后需要通过行业自
律解决商业问题。

江苏省体育建筑施工行业协会随后
组建，至今已运行一年半，“协会里60%
到70%的企业是曾经有体育场地设施工
程资质的”。他说，协会要求所有会员单

位签订责任状和承诺书，必须执行指导
书和相关协会规范，做不到的话，协会会
取消其资格，追究相关责任。

湖南的操场新标准去年11月左右，
由湖南体育设施建设协会出台，也属于
行业自律性标准。据湖南体育设施建设
协会会长李宏武介绍，该标准主要沿用
了现有国标的检测要求。

浙江省新标则不同，虽然内容与江
苏指导书类似，但是由浙江省教育厅、浙
江省环境保护厅、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等四部门
共同研究，经专家论证后出台。

这也是目前唯一一份由省级有关部
门联合发布的省级新标，相较于行业协会
指导书更具有强制性。浙江“省标”还规定，
检测不合格的项目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此外，上海的塑胶跑道“新标准”虽
然是由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研究制
定，但上海市教育部门和住建、环保等部
门要求，全市基础教育学校塑胶场地建
设管理工作要参照该标准进行。
■焦点2
4省份“新标”增加有毒有味物质检测
“毒跑道”事件频发后，原有国标是

否符合需求也成为关注焦点。
截至目前，国内塑胶跑道送检时，使

用的依然是GB/T14833-2011《合成材
料跑道面层》中制定的标准，其中的检验

检测项目有苯、甲苯和二甲苯总和、重金
属（包括可溶性铅、可溶性镉、可溶性镉、
可溶性汞），以及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

而在已制定地方标准的省份中，记
者梳理发现，除了湖南，其他4个地方的
新标准中，均出现了多环芳烃、短链氯化
石蜡等有毒有味物质的检测。

其中，上海和深圳的标准较为严格，
上海的地方标准甚至被评为“史上最严”
有害物质限量行业标准。

深圳的标准中，在延续对成品检测
的同时，增加了对原材料有害物质的限
量，提出了要现场闻味检测、户外常温检
测和使用特殊设备进行高温检测的要
求，“分得比较细”，广东省体育设施制造
商协会副会长赵文海说。

新标准的制定，与目前塑胶操场的
施工流程也有关。目前只会监控施工流
程步骤，对于材料配比和环保性能等方
面，关注较少，“看的都是物理性能，对化
学成分和原材料关注很少”，赵文海说。

江苏、浙江同样新增了有机物项目
的检测。不过与上海、深圳相比，在有毒
有害物质的限值方面，江浙的新标显得
较为“温和”。

沈祖建介绍，其实目前实行的国家
有关标准很严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人们认知的进步，会考虑加入新的检测

项目。
■焦点3

上海最严格甚至达“啃咬”标准
深圳之后，赵文海也参与了上海地

方标准的制定。
和其他4地比起来，上海这份在7月

下旬公布的《学校运动场地塑胶面层有害
物质限量》，除了增加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的检测外，还对现有国标中的苯、游离甲
苯二异氰酸酯（TDI）指标进行了提升。

同时，上海新标准中也提出了“有害
物质释放速率”等新的指标。赵文海解释
说，上海的标准一方面形成了塑胶操场从
原材料到成品全链条的检测流程，另一方
面把现在所有可能有毒的物质列入其中。

另外在针对有毒有害有机物的检测
中，上海参考了室内装修的标准，包括
GB18583-2008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标
准中，关于“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的部
分，以及GB/T18204.2-2014公共场所
检验方法第二部分里，关于“化学污染
物”的内容。

目前，上海的塑胶跑道地方标准已
经正式实施，上海全市基础教育学校塑
胶场地建设管理工作，均被要求参照该
标准进行。

上海市教委等有关部门明确，有关
项目的招投标及施工验收进行全过程管
理，违规将追偿。

最近接二连三地发生高校学生遭遇
诈骗事件，昨天在新生报到现场，防诈骗
这个主题得到重点关注。记者了解到，为
了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开学后我省大学
新生每人都要参加“安全知识考试”。60%
以上题目与防电信诈骗有关，不达80分
要重考。
■最新案例

南通籍学生险被骗光8000学费
把开学报到所需的8100元学杂费

存入银行后没几天，就接到“民警”电话
称他的银行卡涉嫌诈骗，南京工程学院
南通籍新生小吴，险些将父母的血汗钱
拱手让给骗子。26日下午，南通工商银行
一网点成功将小吴的学杂费阻拦下来。

今年暑假，南通市通州区姜灶镇的
小吴，收到南京工程学院录取通知书以
及该校用于代办缴纳学杂费的银行卡，
成为南京工程学院的一名新生。报到在
即，几天前，小吴父母将开学所需的学杂

费共8100元交给他，他就到银行网点将
这笔钱存入了学校寄来的银行卡上。

26日下午，小吴接到一个自称是公
安局民警的电话，称小吴前几天收到的
南京工程学院寄来的学杂费银行卡，涉
及一个17万元的经济诈骗案件，请他速
到就近的工商银行网点，按公安民警的
提醒将卡内的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上，
否则卡内的钱就被冻结无法使用了。

涉世未深的小吴没有怀疑，赶紧骑

车去银行。在最近的工行世纪大道支行，
他接着电话走进营业大厅。看着这名一
脸紧张不停接电话的年轻人，支行行长
走到他身边，询问遇到了什么事，并将他
带到理财室。坐下来后，小吴就把刚刚的
经历告诉了行长。此间，“公安民警”还在
不停地打电话过来。行长明确地告诉小
吴：“这是电信诈骗，你不要相信他，也不
要进行转账操作！”

小吴还是一脸疑惑地说：“那这个
民警怎么知道我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
码、还有学校寄来银行卡事的呢？”接
着该行行长就当前不法分子开始瞄准新
大学生群体，利用他们容易轻信他人的
弱点设下骗局的一些案例给他进行了讲
解。听了行长的一席话，小吴这才醒悟
过来。

大学新生要参加“防骗考”
不达80分要重考

中小学塑胶操场“新国标”正征求专家意见

●教育小故事

成功要靠自己努力
向学生讲一个《鹌鹑和她的孩子们》的故事，作者

是德国诗人布·瓦尔迪斯。
一只鹌鹑在麦地中间筑巢。当她的孩子们渐渐长

大，麦子变黄的时候，她对小鹌鹑们说道：“农夫收割麦
子的日子快要到了。我现在出去给你们找食。我不在的
时候，你们都给我待在巢里别动，小心点儿，别让任何
人发现你们。如果那个农夫来了，你们留神他说的话，
听他什么时候要割麦子。我们要见机而行。”说完，老鹌
鹑便飞走了。

不一会儿，农夫带着他的儿子来到了麦田，察看了
一下麦子，然后对儿子说：“麦子成熟了，我们该收割
了。我明天一早就去邻居那儿，同他们商量，请他们来
帮助我们收割。”

又过了一会儿，老鹌鹑噙着给孩子们的食物飞回
来了，问他们是否听到点什么。一只小鹌鹑回答说：“那
农夫同他的儿子来过了，他说：明天他要去请邻居来帮
助割麦子。”

老鹌鹑听后说：“别怕，这麦子还不会马上割的。因
为那些邻居不会那么快就答应帮别人干活的。”

第二天一大早，老鹌鹑又要外出觅食了，她对小鹌
鹑们说：“留点神，那农夫准备什么时候割麦子，看是否
能听到一些新的消息。”那农夫又来了，对他的儿子说：

“我看，谁也不会来了。这些邻居都靠不住。我要去同亲
戚朋友谈谈，让他们明天来帮我们收割。这麦子再不割
的话，就要烂了。”

当老鹌鹑回家时，小鹌鹑们叽叽喳喳地说：“妈妈，
快给我们在别的地方筑一个新的巢吧!那农夫明天就要
带他的亲戚朋友来割麦子了。”

可是，老鹌鹑回答说：“亲爱的孩子们，那些亲戚朋
友也不会马上到一个外乡的农田里来干活的，所以，你
们注意听着农夫明天说的话!”

下一天早上，那农夫和他的儿子又来了，农夫非常
伤心地朝麦田扫了一眼，说道：“我看，想靠别人的帮助
都是不行的，不管是邻居，还是亲戚朋友。这庄稼今天
是割不成了。两把锋利的镰刀已经摆在粮仓里了，明天
一早我们两个就开镰。这麦子不能再耽搁了。”

小鹌鹑马上就把这个新消息告诉了他们的妈妈。
老鹌鹑听了说道：“瞧，这才是真正的收割时间。我们迁
移的时候也到了，寻找别的住所去吧!亲爱的孩子们，起
身吧!明天早上我们还待在这里的话，那么我们大家的
生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做；常言说得好：路在自己脚下。

乘凉
夏夜的天空就像一块一望无际的蓝布，月亮犹如

一艘弯弯的小船，小星星调皮地眨巴着眼睛。
我和妈妈还有奶奶在院子里乘凉，妈妈坐在椅子

上给我们切西瓜，我看见妈妈的汗流了下来，连忙跑
来给妈妈一把芭蕉扇，接着挑了最大的一块西瓜给奶
奶。 奶奶开心地说：“我的好孩子，你真懂得孝顺长
辈啊！”

西瓜切好了，我们吃着西瓜开心地笑了。

香蕉皮惹的祸
一天，明明一边走路，一边吃香蕉，吃完他就把香

蕉皮随手一扔。
一位小弟弟走过去，不小心踩到了香蕉皮摔了一

跤，惹得他哇哇大哭。
一位阿姨看到了，连忙过去安慰他，把他扶起来，

拍了拍他身上的泥土说：“小朋友，不要哭！”小朋友说：
“谢谢您，阿姨！”

这时，明明看到了，连忙把香蕉皮扔进了垃圾桶，
垃圾桶仿佛在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启东实验小学一（13）班 徐梓皓

·儿童作文·

8 月 28 日，南京市 108 名即将入读小
学一年级的孩子来到大报恩寺遗址公园
参加开笔礼。孩子们身着明朝服饰，进行
各个传统仪式环节，并以描红方式写下开
笔首字“恩”。

开笔礼，是中国传统中对少儿开始识
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在古代，学
童会在“开笔礼”，即开学的第一天早早起
床来到学堂，由启蒙老师讲授人生最基
本、最简单的道理，并教读书、写字，然后
参拜孔子像，才可以入学读书。这一仪式
俗称“破蒙”。

我省打破教师终身制方案公布
下半年起开展资格定期注册

经教育部批准，2016年下半年，江苏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破除了教师资格终身制，
既有利于教师潜心教学、加强学习研究，又有利于推进
教师持证上岗制度落实。首次注册范围为：全省经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举办的公办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特
殊教育学校、工读学校、三年制中等职业学校的在编在
岗教师；在地方教研室、教师发展中心、少年宫、电化教
育馆等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并可评
聘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的在编在岗人员。

教师资格注册序时为：8月底前，各市对所有在职
中小学教师持证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制定具体方案报
省教育厅备案；9月底前，各地广泛开展定期注册政策
宣传，对定期注册范围内教师用于首次注册的资格证
书全面完成补发、换发或重发工作；10月10日~11月
10日，注册范围内教师通过“中国教师资格网”进行定
期注册申请，并准备各项书面材料；11月10日~11月
30日，各县（市、区）教育局完成初审，公示后报市教育
局复核；12月1日~12月10日，各市完成复核工作，报
省教育厅终审；12月底前，省教育厅对各市复核结果进
行抽检，完成终审，并在系统中作出结论；2017年1月
底前，各地在证书和申请表上填写注册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