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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开展“银龄讲学”支援计划

退休名师
引领海岛教育提升

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退休教师希望发挥余
热，却缺少相应平台；而海岛地区学校师资力量
相对薄弱，亟须名师引领带动。记者近日从舟
山市教育局了解到，该市日前推出“银龄讲学”
支援计划，在优秀退休教师和海岛学校间架起
一座互通的桥梁。

据了解，“银龄讲学”支援计划教师的年龄
要求大致为男63周岁（含）以下、女58周岁（含）
以下，支援小学的要求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
称，支援中学的要求具有高级教师职称，为舟山
的离岛中小学提供支持，缓解离岛学校优秀师
资总量不足和学科结构不合理等矛盾。

舟山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促进退休
教师发挥专业特长，支援海岛学校的银龄教师以
承担课堂教学为主，还将根据学校需求进行听评
课、开设公开课、研讨课等，指导青年教师教学水
平提升，发挥优秀老教师的示范辐射作用。

银龄教师每人每年有10万元讲学经费，主
要用于支付教师劳务费和购买意外保险。为
吸引先进地区的优秀退休教师支援海岛，舟山
市外讲学教师还将给予报销一年两次探亲交
通费。 （据新华社电）

湖南理工学院：

“第二课堂成绩单”
促大学生全面发展

连日来，作为岳阳市“守护一江碧水”青年志
愿者，湖南理工学院学生陈宇乐和身边同学一
道，奔走在长江沿岸开展环境保护和义务植树活
动。这一志愿服务经历，让她自豪地在“第二课
堂成绩单”上记下了一笔。

从2018年开始，湖南理工学院把“第二课
堂成绩单”作为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重要平台，
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推广。“第二课堂”分为政治
理论和道德修养、校园文化、科技创新、创业实
践、技能培训、志愿服务等六大课程，学校充分
发挥“第二课堂”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各级各类学术科技竞赛、“挑战杯”等综合性
学术创新竞赛、暑期“三下乡”等主题社会实践活
动……大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均可获得学分。记
者了解到，该校“第二课堂”的6门课程，每门需修
满60学时方可获得学分，每年还对学时不达标的
学生进行预警，直至开展单独的“第二课堂”课程
辅导和加强修习。 （据新华社电）

“这次的水放少了，米饭几乎都
没熟。”3月17日，海口市民徐青强在
微信朋友圈吐槽女儿的厨艺。上个
周末，女儿的学校给学生们布置了一
道家庭劳动作业——为家人准备一
次晚餐，但是女儿的表现让徐青强有
些失望，“平时我和妻子包揽了家里
全部的家务活，女儿都上初一了，连
饭都不会煮。”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发现，由于
学校和家庭的劳动教育缺失，不少
中小学生劳动意识淡薄、动手能力
不足。

“家里有扫地机器人扫地，衣服
放在洗衣机里就能清洗，碗筷可以用
洗碗机清洗。”海口市实验中学初一

学生陈夏（化名）说，随着科技的不断
进步，越来越多家务活无需多费力，
依靠机器就能自动完成。

定安县小学教师徐积（化名）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他班上有40余名学
生，将近三分之二的学生不会煮饭，

“如今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不少孩
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连扫地、收拾
房间等家务活都很少参与。在日常
生活中，孩子们的劳动教育问题常常
被淡化、弱化。”

“我们上学时，劳动是一门‘必修
课’，放学回家后要帮父母洗衣服、做
饭，假期还要到地里干农活，每周还
要从家里带工具到学校参加义务劳
动。”徐积说。

让不少家长感到遗憾的是，孩子
可以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
诗句背得滚瓜烂熟，却从没见过水稻
的生长和收获过程。

“不仅仅是城里的孩子，如今不
少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也很少参与劳
动。”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小学教师
李伟认为，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

2015年，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
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规定
2020年之前，中小学要推动建立课程
完善的劳动教育体系。但是，有媒体
调查发现，受到课时及现实因素的限
制，不少学校的劳动课被文化课代
替，学校的劳动教育缺乏保障。

趁着春游看春耕

“农事教育”受追捧
8岁的儿子分不清蔬菜种类，还因为“又乱又

臭”不肯和自己一起去菜市场，这件事一直困扰
着长沙市民黄慧。她最近想到一个办法：春游带
儿子去体验春耕。

黄慧是长沙盼盼中心小学一个班级的家委
会主任，她在微信群里发出“趁着春游看春耕”的
倡议得到许多学生家长的响应。

日前，黄慧提前来到长沙市郊一家农场跟
工作人员敲定这次活动的具体事项。翻耕农
田、浸种催芽、除草制肥等操作，“蔬菜总动员”

“种子的力量”“跟着农民学播种”等互动项目，
让她眼前一亮。这家农场副总经理肖晓介绍，
他们2016年开始涉足农事教育后，前来农场体
验的人数每年都大幅在增加。“去年春耕和秋收
两个高峰时节都要提前预约。”

长沙市民蔡蕊芬已经成了农事教育的“铁
粉”。出生在农村的她告诉记者，自己是玩着泥
巴沙子长大的，也希望儿子能拥有这样简单快
乐的童年时光。

在农场工作的老农马桂明种了一辈子菜，没
想到又脏又累的田园现在能成为孩子们的科普
乐园。从最开始抗拒被人“围观”着问东问西，到
现在主动教授孩子们农事知识，马桂明觉得，自
己的劳作又多了一层意义。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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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编程热需降降温
■ 韩宝江

资讯

快言快语
定安县第四小学
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
黄荣海）近日，定安县第四小学正式揭牌成立，
该校计划开设18个教学班，提供800个学位。

定安县第四小学为原定城镇排坡小学升级
改造而成。近年来，随着适龄入学儿童增多，原
排坡小学出现学位紧张现象。定安县委、县政
府于2017年7月决定将该校升级改造为定安县
第四小学，按照县直属学校标准进行建设。
2018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定安县第四小
学完成校门改造、教室硬件和教学设施等初步
升级后，招收了首批学生。

下一步，该校将通过新盖教学楼、重建操场
和教师公租房等举措全面升级校园环境。全面
升级完成后，定安县第四小学计划开设18个教
学班，提供800个学位，以满足周边适龄儿童就
近入学需求。

近日，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小学
老师和学生们在学校品尝了新鲜出
炉的地瓜绿豆糖水。“自己种的地瓜，
就是好吃！”该校学生对自己的劳动
成果感到格外自豪。

据介绍，经过选址、测量、设计，
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小学师生齐心
协力在校园内开辟了一块试验田，在
不同季节播种不同作物。“学生们轮
番种下水稻、地瓜、蔬菜等，孩子们相
互协作，参与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
程。”李伟说，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后，
不少学生对节约与感恩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他们纷纷表示要珍惜来之不

易的粮食。
三亚市吉阳区将教育科普实践

基地设立在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
院内，吉阳区的中小学校定期组织学
生到研究院内参观、实践，获取更多
科学知识。

“在蔬菜基地里，有长在土里的
小白菜，也有喝‘营养液’长大的菜
心。”三亚市第二小学六年级学生孙
竹伶兴奋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
蔬菜基地，该校学生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采摘成熟的蔬菜。

劳动教育不是单纯、简单的农
田劳作。有专家表示，劳动教育能

使青少年获得正确劳动观念、劳动
习惯、劳动精神，掌握生活和劳动技
能，在劳动创造中激发梦想获得幸
福感。

三亚市第九小学的校园里也有
一块小试验田，孩子们在田里播种、
浇水、施肥、除草，并记录下植物的成
长过程。

三亚市第九小学少先队大队辅
导员廖树结介绍，在劳动课上，学生
们能体验到劳作的不易，记录并观察
植物成长的过程。将劳动课与科学
等学科有效融合，能让学生体会劳动
的快乐，探索科学奥妙。

“目前，虽然许多学校都开设
了劳动课程，但是教学效果不是很
理想。”据徐积分析，究其原因，除
了学校引导教育不足外，也与家长
们过度溺爱、包办全部家务活等息
息相关。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林老师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学习成绩优先”是
不少家长培养孩子成长的风向标，许
多家长认为孩子参与劳动会占用学

习时间，因此忽略了孩子劳动能力的
培养。

对此，三亚市民李娜也感到很无
奈，“孩子总说学习任务重，我们也
不忍心让他参与家务劳动。有时让
他做家务，他做得不好，我们还要重
新做。”

廖树结认为，在劳动中，孩子能获
得难得的成长经历。在亲自动手、动
脑，与他人相互协作的过程中，孩子的

观察能力、协作能力都能获得提升，孩
子的责任心和成就感也会增强。

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王志强说，家长要积极引导孩子参加
劳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不是孤立
的课堂学习就能实现的。看似无关
紧要的劳动教育，关乎孩子的健康成
长和独立人格的培养。要让孩子们
在劳动实践活动中体验到克服障碍、
付出努力、达成目标的成就感。

缺位的劳动教育

开展“接地气”的劳动课

家长引导不可少

关注

在水稻田里，挥
动锄头翻整淤泥，弯
腰屈膝将一棵棵小秧
苗插入田中；在蔬菜
大棚里，把一颗颗小
白菜从地里拔出，感
受丰收的喜悦；在一
块狭长的土地里，观
察植物从种子到幼苗
的生长过程，沉浸在
农作的快乐中……近
年来，我省许多中小
学校开设了特色劳动
课程，把课堂搬到田
间地头，让学生在劳
动中亲近大自然，让
他们体会劳作的不易
与耕耘的快乐。

近期有媒体报道，继奥数、航模
后，机器人与编程课再次受到家长的
追捧。在浙江杭州文教区，编程培训
班异常火热。有编程培训机构两年
多从1个校区扩张到48个，员工从几
个人增加到1000多人。

不少“机智”的家长为了让孩子
在求学道路上占得“先机”、力拔“头
筹”，转而把考证参赛的主攻方向瞄
准了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不惜花费
巨资和孩子的大量课余时间。

从常理说，在条件许可的前提
下，让孩子多掌握一些编程知识、提
升信息素养和综合能力，当然是家长
们正确的选择。只是作为家长一定
要有清醒、理性的认知：孩子是否有
兴趣学习编程？不少家长被各种畸

形的、不靠谱的教育口号绑架、忽悠，
盲目跟风、被动地把孩子推入编程课
外班中，没有顺应孩子的兴趣方向，
无法充分调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这样的课外班不仅不会取得预期的
回报，反而可能激化孩子的逆反心
理，跟家长或隐或显地消极对抗，甚
至变成对学校日常课业的懈怠。

媒体或者培训机构大量宣传依
靠编程课程实现逆袭的故事，强化了
部分家长的这种思维定式和投机心
理。殊不知，正因为这类所谓成功人
士的概率极小，才使得他们具有一定
的媒体传播效应。不妨回顾此前的
奥数班，最终又有几人如愿获得了升
学机会？编程赛事也一样，在省级、
全国各级赛事中的获奖者不过是凤

毛麟角。
凡事要讲究科学、理性，按照基

本的规律办事。孩子的生长是一个
相对较长的过程，家长们应该遵循教
育规律，把眼光放长远，孩子身心健
康成长比一时的成功、风光更重要。
家长们往往艳羡“别人家的孩子”的
耀眼光环，要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现
家长乃至上一辈人的愿望和理想目
标，这既不理性，还可能面临巨大的
成长风险。“别人家的孩子”光环之
外，还应该多看看、多想想那些违背
教育规律换来的沉痛教训。部分“别
人家的孩子”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学
费，难道还不足以让更多家长警醒
吗？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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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编程课受到许多家长热捧。（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