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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循环使用何去何从
无消毒设备、隔离学生与书本亲近感等成为政策执行短板

98名汉语教师将赴泰
教授传播中国文化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冯华 实习生陈卓斌）日前，2017
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赴泰
国汉语教师志愿者岗前培训班在
海南师范大学开班。来自广东、
福建、海南的98名汉语教师志愿
者将成为新一批赴泰的中国优秀
文化传播使者，积极参与跨文化
交流，努力推动汉语国际教育事
业发展。

据悉，此次培训时间为3月2
日至4月8日，邀请到具有丰富对
泰汉语教学和培训经验的专家将
为学员授课。培训按照孔子学院
总部/国家汉办《汉语教师志愿者
培训大纲》的指导建议，精心策划
了培训课程，并充分体现课程设
计的国别针对性、岗位针对性、参
培学员自身的针对性，通过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微格教学与完
整试讲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高
学员的汉语教学水平和跨文化交
际能力，为学员们在不久的将来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汉语国
际教育事业，完成身上所背负的
光荣使命做好充分准备。

我省22个市县（区）
受教育部表彰

省教育厅被授予
省级优秀组织单位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云慧明 实习生陈卓斌）记者从省
教育厅获悉，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数据采集工作已顺利完成。我
省共有22个市县（区）参与了本次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并圆满完
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受到教育部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表彰。

其中，省教育厅被授予“省级
优秀组织单位”，海口市秀英区教
育局、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三亚
市教育局、琼海市教育局、儋州市
教育局、文昌市教育局、东方市教
育局、澄迈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临高县教育局、昌江黎族自治县
教育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
育局被授予“县级优秀组织单位”
的荣誉称号。

新学期发新课本，这
曾是几十年来中小学不
变的“风景”。但如今，根
据国家政策要求，我省从
2008 年开始对《音乐》
《美术》等科目的教科书
进行循环使用，孩子们开
学领回的课本中有不少
是往届学生用过的旧课
本。

记者调查了解发现，
该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
引发了老师、学生、家长
的不同评价。虽然教材
循环使用有节约纸张、绿
色环保、培养学生爱护书
本的好处。但现实情况
中，教材回收后无法消
毒、课本不够引发学生矛
盾、隔离学生和书本亲近
感等也为大家诟病。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钟圆圆

王媛（化名）是临高县博厚镇马袅中心小
学的音乐老师，在她原本就窄小的办公桌前
堆着好几大摞音乐教材。每次上课前，各班
的课代表都会提前到她的办公室报到，领回
课本发下去。

“教材不够用，每次课后回收教材也是无
奈之举。”王媛告诉记者，音乐教材在循环教
材政策之列，但其实大多数学校都没有回收
旧教材，而是把每年教育部门发的新书集中
起来给学生使用。“一旦让学生把课本带回
家，几周书本就旧了。所以我把一个年级的
音乐课本收集起来，下课后收回来上课之前
发下去。这样也能保证每个学生上课的时候
都有课本使用。”

临高县文澜江小学音乐教师邓江（化名）的
做法是让班上每两个孩子共用一本教材。“我平
时让学生自己保管，上课的时候同桌一起看。”

邓江说，因为分享教材，学生之间发生过
不少矛盾。以前发书的时候，有同桌之间会
因为教材平时让谁保管打架。“现在我会和他
们约法三章，负责保管的同学要保障书本不
折、不脏、不乱涂乱画；每堂课要把书本带来；
损坏书本要赔偿等。”

当记者问如果同桌两个人都想保管书本
怎么办？“石头剪刀布！”邓江说，定规矩后情
况有改观，但学生上课在共享课本的过程中
还是会发生一些别扭。

这种情况在中心城市学校也存在。海口
李先生的孩子在海口龙华区一小学读五年
级，他也发现孩子这几年回家都没有音乐、美
术教材使用。“我本来想在网上给他买一套，
但也没有找到。”

作者：秦若曦（7岁）
海口滨海九小（西海岸校区）一年级9班

石头剪刀布决定
由谁保管书本

政 策

我省教材循环使用的政策是怎样的？
为何在执行中会造成这样的情况？记者采
访了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相关负责人。

“这个政策适用于全省，市区和农村的
学校都一样。”该负责人介绍，我省的教材循
环使用政策完全是按照国家规定执行的。
从2008年起，我省的小学《科学》《音乐》《美
术》（或《艺术》）《信息技术》等；初中《音乐》
《美术》（或《艺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
术》等科目教材实行循环使用。循环使用的
教科书归中小学校所有，属于学校的教育装
备。倡导学生要像爱护学校的公物一样，爱
惜自己的课本，不要损毁纸张、不要在书上
乱涂乱画，方便今后的同学学习。

记者从《关于印发 2016 年秋季——
2017年春季海南省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
录》中了解到，2016年至2017年秋季学期
起，循环教科书的使用仍按有关规定执
行。涉及循环教科书版本变动的单位，起
始年级按照学生人数的100%征订教科书，
其他年级按学生人数35%征订教科书。各
市县教育单位要做好循环使用教材的登
记、发放、回收、统计、消毒、保管、更新等工
作。

该负责人坦言，这些年也听到大家反
映循环教材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总结
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海南天气潮湿，书籍
容易发霉；循环教材的卫生情况得不到保
证；部分学生不爱惜书本，把书本弄脏弄
破，旧书循环使用之后发到下一批学生手
中，许多学生不愿使用；网上买不到循环使
用教材。

我省从2008年起
部分教材循环使用

探 讨

循环使用教材，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
海口一学生家长李先生认为，每年发

教材的时候，学校老师都会强调不要弄脏
课本，不要乱涂乱画，确实能够培养孩子从
小爱惜书本的好习惯。

王媛认为，大家一直把音乐、美术等科
目称为“副科”，平时的重视程度不够。现
在实行教材循环使用后，语数外课本保证
每年足额发放，其他副科连课本都不够用，
音体美老师更加觉得被边缘化了。“这也在
给学生们传递一种信息——这些科目不重
要。”

邓江说，以前每年开学，学生们拿到新
书都爱不释手，非常兴奋。现在看到开学
拿到的是旧书，很多孩子心里不高兴，学习
热情也减退了。

临高县博厚镇马袅中心小学校长林书
明认为，教材循环使用让学生和书本产生
了隔离感。“虽然有的学科不用考试，但学
生上课的过程中还是需要做笔记、做练
习。现在使用旧教材，练习题答案往届的
学生已经写在书本上了，不利于学生思考、
学习。”

林书明说，循环使用教材政策是从国外
传到国内的，但国外的小学教材使用铜版
纸，教材很厚，循环使用的环保意义很大。
但中国中小学教材本身就很薄，所以有没有
必要进行循环确实值得讨论。“另外，循环教
材的卫生也是大问题。农村学校本来财政
经费就不宽裕，很难购买专业设备给教材消
毒。”林书明表示忧虑。

循环使用教材
利大还是弊大？

我省每年建20所以上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推行全程监控“透明厨房”
■ 实习生 陈卓斌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鱼、肉、菜分开拣洗切配，除各有
单独的砧板和处理台外，加工烹饪区
域还按净菜冷热生熟逐一分类摆放；
粮油调料统一在贮藏容器上标注生产
日期、保质期等信息，贮存时依规“隔
墙离地”；食材随机抽样就地检测，菜
品分装留样以备溯源，操作全过程通
过视频监控对外展示公开……这并非
哪家知名餐厅的厨房，而是记者日前
在一“海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里看到的场景。

“这样的学校食堂我们每年要创
建不少于20所，到2020年总数将达
到100所以上。”省教育厅体卫艺处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截至2016年
底，我省共有3214所学校食堂，因校
园食品安全时刻牵动着家长们的心。

为此，省教育厅在去年联合多部
门出台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创
建方案，并在今年初开始细化和试行
评定标准，决心以发挥示范学校食堂
的引领辐射作用，促进我省学校食堂
健康稳步发展。记者注意到，该评定
标准对食堂各类食品从采购、贮存到
加工，以及检测、溯源等环节都有十分
具体的要求，尤其突出了对专人专责、
操作规范等“软件”的要求。

“该评定标准规定了食堂切配区、
加工区、烹饪区等区域的面积和所占
比重，要求设立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
和检验室，对购入的每种肉类和果蔬
均进行抽检和分类建档管理等。”省教
育厅体卫艺处相关负责人解释道，这
些又细又实的标准是根据《食品安全
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

法律法规，并结合我省实际制订的，为
的就是让今年争创示范学校食堂的50
所单位在创建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标准高、要求严，创建示范学校食
堂对校方来讲可谓充满了挑战。海口
山高学校副校长王玉国坦言，刚开始食
堂改造时，自己和员工们都对这些标准

“不理解”，认为“做得太细”“公开监控
会增添麻烦”。但他随后发现，“透明厨
房”等工程的推进，实际上是在维护学
校权益，“如今不仅学生们吃得放心，校
方也能在食品安全事件突发时明确问
题成因和责任主体，及时妥善处理。”

除指导学校原食堂完善设施布
局，食堂新建时更是可根据该方案和
标准要求实现一步到位。海口市第二
中学教师蒙忠还记得，该校原先未建
食堂，只能靠外校配送午晚餐，遇上恶
劣天气、堵车尤其不便。他表示，乘着
创建示范学校食堂的东风，该校依规
建成的新食堂让在校用餐的学生数量
从120人跃升至300余人，如今更是
超过了800人。该校高三学生邓春莹
对新食堂很是满意，“饭菜好吃、卫生
看得见，爸妈也不用在中午来回奔波
为我做饭了。”

记者了解到，各校食堂若被确认
为示范学校食堂创建单位，将获10万
至30万元不等的扶持经费；若被确认
为授牌单位，将再获得5万至15万元
不等的奖补经费；示范学校食堂中被
选为示范培训基地的单位，将额外再
获30万元扶持经费。其中，民办学校
多通过招聘食品安全检测员、管理员
等进行自营自管，公立学校则多通过
委托有经营资质的餐饮企业管理食堂
的模式运营食堂。

每个孩子心里
都曾住着一个“幻想朋友”

惠君老师：

您好！我和老公最近正为孩子的一些
古怪的念头纠结不已。我的女儿今年五
岁，这些天她经常跟我们说一个奇怪的朋
友，告诉我们她这个朋友无所不能，甚至能
穿越时空，她经常和这个朋友一起玩各种
游戏……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现实生活中
根本没有这个奇怪的朋友存在，总觉得她
这是在做白日梦，每次她绘声绘色跟我们
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都很无语，也很担心孩
子是否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会冒出这些稀
奇古怪的念头？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她的这
个不存在的朋友？

不知所措的家长

不知所措的家长：

您好！针对您的疑惑，我想先科普一下
幻想之于五、六岁的孩子，到底是个什么东
东。孩子们小时候，总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
想法。他们常常幻想有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
朋友，每天陪自己游戏、聊天，和自己一起吃
饭睡觉。他们喜欢这样的朋友，有时侯更甚
于喜欢现实世界里的伙伴。大人们理解不了
这种幻想，总是忧心忡忡于孩子的胡思乱
想。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孩子们的世
界里，幻想一个朋友，也许就是打开了一扇心
灵之门。

从某种意义上说，“幻想朋友”是儿童心
理生长发育所必经的阶段。对于儿童而言，
尤其是五岁左右的孩子，想象就是他们的真
实，让自己的想象飞一会儿，这是他们的乐
趣。他们喜欢漫无边际地幻想，喜欢在想象
的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朋友，并从中收获许
多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的满足。

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家玛乔丽·泰勒和华
盛顿大学的斯蒂芬妮·卡尔森曾进行过关于
孩子和他们的“幻想朋友”的研究。研究发
现，65%的7岁以下孩子曾有过至少一个“幻
想朋友”，这种幻想或许对孩子心智的成长大
有裨益。研究表明，与“幻想朋友”做伴的孩
子往往比他们的同龄人更优秀。他们通常有
更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在理解他人观点方面
也更胜一筹。还有研究显示，拥有“幻想朋
友”的孩子可能有超出平均水平的智商，更富
于创造力。在游戏时，他们比别的孩子显得
更快乐、更活泼。

了解这一心理特点之后，我们就知道该
如何与孩子的幻想朋友相处了。

第一招：接受悦纳，与孩子的幻想朋友和
睦共处。要悦纳孩子这个幻想中的朋友，因
为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而言，幻想就是真实，
幻想朋友是孩子成长中重要的伙伴。所以，
不妨与孩子一起欢迎这个神秘朋友的到来。
当孩子向您描述TA的幻想朋友时，请抱着好
奇的心态耐心聆听，不加评判和包容孩子述
说中的荒诞和不合情理之处。通过提问引导
孩子把幻想朋友的细节补充并描述出来，与
孩子约定每天与幻想朋友共处的时间、地点
和方式，甚至可以给这个秘密的约会命一个
可爱的名字，把这份密会当作一种犒劳和取
悦自己的仪式。

第二招：将计就计，通过这个幻想中的朋
友走进孩子内心。当孩子与您分享TA的幻
想朋友时，正是您了解孩子内心世界的绝好机
会。您可以饶有兴致地陪孩子玩这个游戏，并
借助一些询问了解孩子内心世界，比如最喜欢
幻想朋友什么？最不喜欢什么？幻想朋友都
对你说了些什么？幻想朋友教会你什么……
通过这些询问，你可以读懂孩子内心的需求。

第三招：借势而为，借助这个幻想中的
朋友影响孩子的行为。在与孩子聊幻想中
的朋友时，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编写和改译
故事，鼓励孩子训练语言表达、学习共情、练
习与人交往技能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比如，在提问中引导孩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描述事件和人物；指导孩子在与幻想朋友玩
耍时，合理表达自己的愿意，体谅朋友的感
受；借助改译改编幻想朋友的故事，赋予幻
想朋友更多正能量，提醒孩子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等。

最后，推荐家有幼儿的父母阅读两本
书：【巴西】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的
《我亲爱的甜橙树》、【美】伊芙琳·尼丝的《莎
莎的月光》。也许这两本书可以让为人父母
者，更清楚地认识和善待孩子的幻想朋友，
当您能用理性和积极的态度接纳孩子心中
的幻想朋友时，幻想朋友就会成为孩子成长
的动力源。

青岛发布中小学管理办法：

学生做错事应适当惩戒
日前山东青岛发布的一个地方性规章《青岛市中小学校

管理办法》，内中有一条规定：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
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也就是说，《办
法》赋予了老师惩戒学生的权利，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实际上，孩子成长需要“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两种力
量相互平衡。

孩子做对了事，要夸奖。孩子做错了事，要惩罚。
这无可厚非，但是夸奖不是随意夸奖，惩罚也不是轻易

惩罚。什么时候该夸，该罚，怎么夸奖孩子，批评孩子？夸奖
和批评的尺度又是多大？

没错，夸奖是一门艺术，惩罚也是一门艺术。用对了，把
握好了，两者都会起到正面效果，反之则是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个人一生的成长，需要赞扬的力量。但是仅有这个是
不全面的，它可能会把人引入歧途。所以还需要警告的力量
来平衡，需要有人时常提醒你：“小心，注意，总结，提高。”所
以孩子的教育既需要“奖”也需要“惩”，奖惩适度，孩子才会
健康成长。 （整理/罗孝平）

海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实习生 陈卓斌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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