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合影 吴鑫 摄

本报讯 （记者张丽华）12月8日上
午，赤坎寸金公园青少年活动中心成了
一片欢乐的海洋，湛江日报社小记者团
组织市八小、市二十八中以及市二十七
小部分小记者相聚在此，开展一场别开
生面的团建活动，全面提升小记者团队
协作能力。

备受小记者青睐的“真人CS体验”
率先开展。在认真向教官学习标准的持
枪姿势，详细听清楚持枪要领、“战斗”
规则以及安全要求等内容后，小记者们
穿上装备、拿起“武器”，迫不及待要进
入对抗场。随着教官一声令下，小记者
迅速进入“战斗”状态，丛林里一群身
穿迷彩马甲，戴护目镜，手持水弹枪的

“士兵们”正在枪林弹雨中穿梭，针锋相
对，“战况”激烈紧张，让小记者们大呼

“过瘾”！
随后开展的是“ 珠行万里”的团队

PK项目，小记者们手持半圆管，通过团
队协作的方式将高尔夫球从起点运到终
点。各队的小记者手持半圆管小心翼翼
地将球不断滚动，不断相接，以便让球
进入下一轨道，大家的热情高涨，配合
默契。这看似简单的活动，却非常考验
团队的配合度与反应能力，活动现场，

“快、快、快”的催促声不绝于耳。
在活动中，小记者们成功挑战了

“珠行万里”“真人CS”等团队游戏，大
家在挑战中互相增进了解，进一步增强
了团队凝聚力。据了解，湛江青少年户

外活动中心是湛江集结号旗下青少年综
合实践营地，场内面积近6000平方米，
营地主要以大自然和生活作为教材，用

独特的社会、自然、团队体验，引领孩
子走进自然，认知社会，锻炼人际关系
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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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罗晓阳 麦建华)为
充分发挥名教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和辐
射作用，引导广大教师认真思考研究教
学教研问题，拓宽教师的视野，提高教
师的理论水平，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12月 7日，我市物理科陈小平、包明、
杨昌彪省级名教师工作室和包明、蒋承
国、袁勇、陈劲、尤小蓉市级名教师工
作室在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联合举办

教研培训活动。本次活动邀请了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
员、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执行总
裁、总编、原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副院长
张晓明教授和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学
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委员会
副秘书长、岭南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白彦茹教授作讲座。参与培训活动的教
师约四百人，通过现场直播观摩听课的

老师近两千人。
张晓明教授作了题为《核心素养下"

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新谋略》讲座。张
教授从核心素养的来龙去脉、深度学习
的内涵外延、教学谋略的个案亮点三个
方面展开讲述。他从核心素养在课堂教
学中落实的大格局出发，以成功案例为
蓝本，提出了开展“深度学习”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为一线教师的课堂教学改

革和个人学习发展提供了方向。
白彦茹教授作了题为《有效课堂的

教学设计与教案编制》的讲座。白教授
从有效课堂的教学设计，教案编制和讲
授技巧等三方面进行讲述。讲座中融入
了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内容丰富，
观点新颖，信息量大，为一线教师改变
教学观念，提高教学设计能力提供了理
论指导。

省市级名教师工作室联合举办教研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鲁井养） 4日至
6日，广东省第十六届小学语文青年教
师教学论坛在我市成功举行。本次教
学论坛由广东省小学语文专业委员会
主办，湛江市教育局承办，全省各市
小语界的专家与骨干教师代表共 500

多人参加。
论坛组织教师观看课例。课例涵

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板块：识字
写字、古诗、习作和口语交际。这些
课例结合统编教材的理念，进行大胆
创新的教学设计，开阔了老师们的眼

界，引发了老师们的思考，激发老师
们进行思辨。

6日，大会组织了三场专题辩论：
“语文要素是否限制了教师的思维？”“大
量阅读是否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广
州市组织课外阅读课程化怎么落实”。三

个议题都是当下广大语文教师最关注，
最困惑的问题。

多名老师表示，论坛的举办使自己
对统编教材的理念把握更准确、对当下
小学语文教学观的理解更深刻，对今后
的工作方向也更清晰。

广东省第十六届小学语文
青年教师教学论坛圆满落幕

如今，困挠青少年健康问题的当首
推近视眼。一项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
结果显示，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7 至 12 岁
小学生占45.71%；13至15岁的初中生为
74.36%；16 至 18 岁的高中生为 83.28%，
19至22岁的大学生为86.36%。所占比例
之大，令人震惊。难怪乎各学校中满目
都是戴眼镜的同学，视力正常没挂眼镜
者倒成了希罕之人了。

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而且呈现
低龄化、度数高的特点。据医学权威
称：无论真假近视都是不可逆转的。世
界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方法能够逆转
真性近视或者阻止假性近视转变成真性
近视。现有的所有治疗，只能延缓近视
发生的时间和进展速度。这就表明，一
旦患有近视，戴上眼镜就可能终身难以
摘取。而重度近视眼在应征入伍及某些

项目求职中都受到直接影响，属淘汰出
局范围。眼睛近视在日常工作生活更是
不甚方便，有些人一旦缺了眼镜便寸步
难行。导致青少年近视高发的“元凶”，
主要体现在高强度近距离用眼，不卫生
用眼，诸如长时间看手机、电脑，近距
离看书、写作业，长期养成的不良用眼
卫生习惯。不少家长认为，孩子患了近
视，戴上眼镜就万事大吉了。其实，配
戴眼镜永远是辅助手段，如果不注意用
眼卫生，天天痴迷于玩游戏，被手机捆
绑，近视的度数就会不断加深，眼病包
袱会越背越重，生活中也会越来越不方
便。

青少年近视已经关系到一代人的健
康，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久
前，教育部等8个部门联合出台《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3 年，力争实现全国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在 2018 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0.5%以
上，确保实现青少年新发近视明显下
降，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高。现在
是全国上下总动员，把预防青少年近视
当成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要实现有效
降底青少年近视率，需要社会、学校、
家庭共同发力。相比较而言，学校在防
控近视方面工作更直接，责任更大，任
务更重，更加迫在眉捷。学校里戴眼镜
的同学多了，而且不少老师本身就是近
视，大家都在一个圈子内，朝夕相处大
都习以为常，对抓近视防控不当一回
事。现在政府重视抓这项工作，全社会
都在密切关注，各学校再也不能无动于
衷了。笔者以为，要将中小学生近视防
控工作纳入学校年度考核中；将学生的
近视率和学校的评级，校领导的晋升挂
勾，超比例下行的，近视呈恶性发展的
实行一票否决。学校要监督学生用眼卫
生，多开展一些课堂外活动，坚持做好
眼保键操，保持好正确的看书或者写字

的姿态。要保证教室光线明亮，对影响
学生视力的灯具要及时更换，要限制学
生少玩手机游戏的时间，不要去光线混
浊处泡网巴。要合理布置学生家庭作
业，适当减负减压。只有坚持不懈抓下
去，减少近视眼病发生，才能给同学们
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光明”的未来。

青少年患有近视症是身体素质下降
的综合反应。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加强
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不仅给同学们带来
健康和快乐，还可培养塑造学生的品格
养成，诸如如何迎接挑战，如何面对挫
折，如何培养团队精神等。青少年正在
成长时期，身心和身体锻炼至为重要。
要从孩子们的身体成长规律出发，让体
育活动积极地融入青少年日常生活中，
融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 。身体健康
了，用眼讲究卫生了，近视眼的发病自
然会大大减少，同时能延缓加深近视眼
度数。一个人一生能告别近视，与眼镜
无缘，将是一件经松洒脱、幸福愉快的
事情。

科学预防近视 还青少年健康
□ 李湘东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教育部持
续加大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问题
查处力度，在今年4月和7月先后两批曝
光10起教师违规违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
5日又对近期督促地方和学校查处的8起
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进
行曝光。

这些典型案例有：安徽省宿州市博雅

实验学校教师许某某体罚学生问题，天津
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教师李某某性骚扰学
生问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小
学教师焦某某收受礼品礼金问题，贵州省
贵阳中加新世界国际学校（民办）教师刘
某某猥亵学生问题，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
县高台镇水口村小学校长王某某性侵学
生问题，安徽省六安市轻工中学（民办）从

教人员袁某猥亵学生问题。
此外，教育部还严格外籍人员在中国

从教的管理，参照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对外籍从教人员相关违规行为依
法依规进行查处，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
分别是：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红黄蓝万科
城幼儿园某外籍教师猥亵幼童问题，郑州
大学某外籍教师违反教学纪律等问题。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师德
违规问题的涉事教师和从教人员，都受
到严肃处理。广大教师要引以为戒，牢
固树立底线意识，切实增强遵守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不断涵养高尚师德，以德施教、以
德育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
老师。

教育部公开曝光8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

小记者吹响户外拓展“集结号”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晨）记者从陕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为预防和减少
校园暴力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陕西目
前已在全省中小学创建“红领巾法学院”
156所，通过开展模拟法庭等孩子们喜闻
乐见的普法宣传活动，提升未成年人的
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近日，在延安新区第一小学，一起因
校园欺凌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模拟审
判上，由孩子们扮演的法官、检察官、辩
护人等唇枪舌剑、“激烈交锋”，引发师生
热议。自2018年启动“红领巾法学院”
创建活动以来，这样的情形在陕西各地
的中小学校园中已十分常见。

陕西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传
统说教式的法治教育并不适合未成年人
的身心特点，而在“红领巾法学院”创建
中，各级法院、团委和教育主管部门指导
中小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辩论赛、宪
法晨读、以案说法、普法情景剧等体验
式、参与式活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学习法律，在潜移默化中明确法
律界限和行为底线，受到广大师生和家
长的欢迎。

据介绍，截至目前，陕西全省共有
304所中小学参与“红领巾法学院”创
建活动，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1691场次，其中已有156所学校获得省
级或市级命名，在所有县市区实现了

“全覆盖”。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忠杰 李佳）
中国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海外
首家考点6日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
学院揭牌，该考点将为在东欧等地区工
作学习的外语人才提供安全可靠、标准
一致的国际化考试服务。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
室副主任王继雨介绍说，这一考试是一
项在中国全国实行的、统一面向全社会
的翻译专业资格认证考试，是对参考人
员口译或笔译方面双语互译能力与水平
的评价与认定。该考试海外第一站设在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是中白两
国全方位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推
动双方深化合作的桥梁。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崔启明表示，
近年来中白两国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教
育领域交流不断深化，在为两国经贸投资
合作提供人才支撑的同时，也为中白关系
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第一副校长伊瓦
什克维奇说，学校为中国全国翻译专业
资格（水平）考试海外首家考点落户该校
孔院感到骄傲。他表示，翻译这一职业
在各国各领域开展密切合作方面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希望翻译人员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事业做出自己
的贡献。

据介绍，在今后两天，来自白俄罗
斯、乌克兰、波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近百
人将在该考点参加中国全国翻译专业资
格（水平）考试首次在海外组织的口、笔
译两大类别不同等级的考试。

中国全国翻译专业
资格（水平）考试

海外首家考点落户白俄罗斯

陕西在中小学创建
“红领巾法学院”156所

据新华社电（记者柯高阳）“如今在
家门口就能上幼儿园了！”今年9月重庆
市江北区东风实验学校附属幼儿园正式
开园，让附近的新竹丽园小区居民欣喜
不已。得益于当地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
教育，重庆市今年以来新增公办幼儿园
306所，让更多学龄前儿童在家门口上好
幼儿园。

新竹丽园是重庆市江北区新建的安
置房小区，为了保障小区及周边居民幼
儿入园需求，当地政府投入500多万元
新建公办幼儿园，首期办园规模7个班。
新建的幼儿园按照市级示范园标准进行
装修设计，除了崭新的玩具和午休床，还
配备有幼儿展演大厅、美术活动室、阅读
室等专用功能室。

重庆市教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城
镇化进程加快和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带来
的学龄人口增加，使得重庆城区学前教
育资源较为紧张，公办幼儿园学位出现
严重短缺。为此，重庆市要求凡纳入规
划的幼儿园原则上全部举办为公办幼儿
园，新建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与住
宅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同步交付使用。

除了调整布局规划，重庆市还提出
对划拨用地建设或国有资产建设的小区
配套非普惠性幼儿园，回收举办为公办
或公办民营普惠性幼儿园，增加普惠资
源。此外，还通过政府购买学位资源、管
理服务、保教岗位等方式，积极扶持普惠
性民办园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 10月
底，重庆新增公办园306所，移交、回收、
回购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143所，学前
教育普惠率保持在80%以上。

新增公办幼儿园300余所
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

重庆：

据新华社电（记者艾福梅、罗毓）在一
方红墙黄瓦风格的皮影戏舞台上，粉色小
猪和黑色小鸟正在游戏，绕到被灯光照得
通透的白色幕布后面，一名老师正带着四
名小朋友灵活地操纵着塑料纸做的小动
物，同时配合手部动作为角色配音。这是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第四幼儿园大一班孩
子在表演皮影绘本剧。

近年来，只关注幼儿知识和技能的学
习，忽视其感性经验积累的“小学化”教学

在宁夏日渐消失，让幼儿“玩中学、学中
玩”已成为主流教学理念。

宁夏于去年印发《推进幼儿园创新素
养教育指导意见》，要求遵循幼儿成长规
律，因地制宜地构建适应当地幼儿创新素
养教育的模式。“我们鼓励各幼儿园开展
特色教育，定期考核监督，同时做家长的
思想工作，通过理论和案例告知在幼儿园
进行小学化教学的坏处，打消家长的顾
虑。”隆德县教育体育局学前教育干事张

银喜说。
随着“去小学化”理念的普及以及幼

儿园“游戏化”教学的成功，家长的思维也
在发生转变。32岁的梁明是一名公务员，
他的儿子梁梓萦今年3岁，在隆德县第四
幼儿园上小班。“我非常认同这种特色教
学，孩子入园以后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爱思考、爱发问了，这些对将来上
小学都有帮助，没必要现阶段灌输知识。”
他说。

隆德县第四幼儿园还将当地另一项
民间艺术叭喇鞭改编成幼儿的户外活动
课，孩子们每天都会在操场玩耍十分钟。
幼儿园园长石绿叶说，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养分，将其创造性地改编为幼儿课程，以
达到“去小学化”目的，正是他们幼儿园的
办园特色。

在宁夏，隆德县第四幼儿园的实践并
非孤例。银川市第七幼儿园的特色是传
统民俗文化游园活动，太极拳、中华武术
操、竹竿舞、踩高跷、五子棋等民俗游戏能
让幼儿充分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在固原
市原州区第一幼儿园，老师们则将围棋、
青花瓷制作、京剧等传统文化融入教学，
甚至还将其编写成园本教材。“孩子们在
学习过程中不仅创新思维得到开发，对传
统艺术的兴趣也会得到初步培养。”幼儿
园园长郭小改说。

幼儿园借力特色教育“去小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