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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秋伃）在 11 月 30 日举行的
2020资阳少儿春晚首场海选中，雁江一小《好家风
代代传》《青苹果乐园》两个节目受到评委充分肯
定，获得直接晋级资格。12月2日，记者来到雁江
一小，看到参演两个节目的同学们正在紧张排练。

“同学们，今天班会主题是家风，你们知道什
么是家风吗？”“老师，家风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教给我们的行为准则。”……川剧小品《好家风代
代传》，孩子们用方言表演，既接地气也让观众感
受到了川剧的独特魅力。

“从去年川剧文化进校园开始，我们就开设了
川剧课堂，每周由学校川剧团老师给学生上课。”
该节目的负责老师说，今年雁江一小举办了“好家
风宣传月”活动，老师以此为灵感，将“川剧”与“好
家风”结合起来，为学生编排了这样一个节目。

要练好“川剧唱腔”，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老师、学生、家长各司其职，
配合非常默契。“老师、家长共建了一个群，最初，
老师把每句话的读音发到群里，我们再通过手机
发语音让老师听，有不明白的地方，老师再一一
给大家纠正。”四年级二班学生方思琪告诉记者，
川剧唱腔的表演形式既不像唱歌也不像读课文，
为了练好每一句，同学们反反复复地练。

歌舞表演《青苹果乐园》，同学们不断变化队
形，朝气蓬勃，充分展现了祖国的花朵们天真可
爱的一面。为了排练，许多同学都牺牲休息时
间，在课间、午休时抓紧时间做功课。“排练虽然
辛苦，但评委给了我们三张笑脸（直通少儿春
晚），让我们觉得再辛苦都值得。”四年级一班学
生陈希昂说，刚得知要上少儿春晚表演，他紧张
又激动，一定要为班级争光，为学校添彩。

本报讯（宋岱谦 吕显军）近日，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
的“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四川站）暨四川省第二届幼儿体
育活动展示大会”在成都市温江区举行，全省 161支代表队参加
了比赛。乐至县第二幼儿园组织 40名幼儿参赛，获得篮球操一
等奖、徒手操一等奖、轻器械操二等奖，成绩优异。

据悉，作为“四川省幼儿体育基地”，乐至县第二幼儿园积极
开展特色体育活动，为幼儿创设快乐的体育氛围，用健康阳光、
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的精神面貌诠释幼儿体育精神。

省第二届幼儿体育活动展示大会

乐至二幼喜获两个一等奖

□ 李硕

近日，湖南长沙长郡中学的一段街舞课间操视频在网上走
红。高中生们在大课间跳着活力四射的舞步，青春气息扑面而
来。街舞元素的融入让学生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课间操不再
是一种任务，而是成为释放个性的舞台。目前，通过丰富多样的
手段引导学生参与运动的兴趣，已经成为不少学校的共识。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早已被广泛
认知。青少年不但可以在体育运动中学到遵守规则、尊重对手、理
解合作、面对挫折，还有助于培养他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

但目前我国青少年体质不甚理想，“小眼镜”和“小胖墩”不在
少数。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日前发布的《2018年国家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育与健康监测结果报告》显示，近七成
的初中生视力不良，城市中的四年级学生只有30.5%有锻炼习惯

（每周自主锻炼3次以上且每次超过30分钟），八年级学生中只有
22%有锻炼习惯。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提升了课间操、体育课以及校园体育
活动的趣味性，用丰富的形式和个性化的创意让更多学生参与其
中，不但有助于培养学生们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习惯，也有利于
减轻紧张的课堂压力，提高学习效率。

长郡中学的大课间除了街舞操，还有武术操等其他方式，不
同学年的课间活动也并不相同。该学校的老师表示，中学是学生
们彰显个性的关键时期，要引导和保护他们对新鲜事物的兴趣。
因此，校园体育活动中需要改变单一的活动形式和枯燥乏味的内
容，不但要融入即兴、率真、活泼和时尚的元素，还要常换常新，给
学生们更多选择。

当然，不同的学生兴趣也各不相同，各学校还需要因地制宜，
找到符合学校特色且学生真正感兴趣的项目，从而让更广大的学
生群体享受到校园体育活动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要在兴趣的引
领下，提升校园体育的质量，达到合理强度，让学生们不仅强身健
体，还要掌握体育技能，最终养成受益终生的锻炼习惯。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汪锋在近
日举办的“破解之道：透视中小学读写教学的热点与难点”论坛
上，发布了《中小学读写现状调研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近七成中小学学生每天阅读时间低于 1 个小
时。

《报告》显示，约 89.4%、90.4%受访者分别对阅读、课外读物感
兴趣，79.4%的受访者喜欢写作，但只有 65.3%的受访者希望进行
更多的写作练习。此外，约 81.8%的受访者表示有丰富的读物可
供阅读，78.9%的受访者家中藏书较多，86.8%的受访者可以自由
选择读物，69.4%的受访者会经常买书。

但受访者的阅读时间却令人担忧。《报告》显示，约 19.6%的受
访者每天的阅读时间不足 0.5 个小时，50%的受访者每天阅读时
间为 0.5-1个小时（不包括 1小时），而且随着年龄的提升，每天阅
读时间不足 1个小时的学生明显增多。“所以对于中小学学生来
说，兴趣不是问题，读物也不是问题，时间才是问题。”汪锋说。

与此同时，受访者每周的写作时间也不乐观。《报告》指出，约
24.4%受访者每周花在写作上的时间不足 0.5个小时，42.1%的受
访者每周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处于 0.5-1个小时（不包括 1个小时）
之间。

关于阅读方法来源，在 13 岁和 16 岁的受访者中，分别有
68.2%和 71.6%的学生表示是“自己摸索的”，选择“学校老师教的”
的学生分别占比 58.9%和 52.8%；针对写作方法的来源，在 13岁和
16岁的受访者中，分别有 59.9%和 63.2%的学生表示是“自己摸索
的”，选择“学校老师教的”的学生分别占比 70.9%和 64.2%。值得
注意的是，29.1%的受访者表示课堂作文与自己写作有很大差别，
59.4%的受访者觉得“有一些差别”，仅 11.5%的受访者认为“没有
差别”。

专家看来，无论是课堂作文，还是自己的写作都应是以恰当
的方式准确地传递信息，“但现在从这组数据来看，课堂作文明显
背离了这一初衷，这一定是我们的教学方式出了问题”。

专家建议，要提升中小学生的读写能力，首先要保证学生有
足够的读写时间，同时要对读写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有效教学，
对学生进行更细化的分级教学。

据介绍，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湖北、福建等全国 30 个省
（区、市）的 3万余人次参与此次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30561
份，其中参与的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分别占比 46.4%、42.8%
和 10.8%。 据《中国青年报》

近七成中小学生
每天课外阅读低于1个小时

家长担心，能保证同过
同罚、过罚适当吗？

惩戒规则第五条（二）规定：合法合
规。（教育惩戒）应当以事先公布的规则为
依据，……程序正当、客观公正；（三）规
定：过罚适当。应当根据学生的性别、年
龄、个性特点、身心特征、认知水平、一贯
表现、过错性质、悔过态度等，选择适当的
惩戒措施，实现最佳教育效果。

有的家长对教师在惩戒时能否一视
同仁有疑虑。一些家长告诉记者，现实中
常有老师对违反纪律但成绩较好或自己
较喜欢的学生“睁一眼闭一眼”，仅点名批
评。而在同样违纪时，却对成绩一般或自
己不中意的学生施以罚站等更重惩罚，有
的批评甚至涉嫌人格侮辱。

邯郸市第三中学教育集团学生处主
任吴芷英建议，首先要尽可能详细地制定
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并将内容广泛宣讲、
告知，让所有学生、家长、教师准确了解何
种惩戒事由对应何种惩戒方式。同时，惩
戒行为的处理过程和处罚结果都应公开，
将教师的处罚权置于阳光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惩戒只是迫不得已的方式，应尽可
能不把学业惩戒纳入惩戒规则中，避免教
师因升学、考试考核压力，对学习成绩暂
时靠后的学生进行额外惩戒。

老师担心，正当惩戒造成
损害，遭遇“校闹”怎么办？

惩戒规则第十四条中规定教师正当
实施教育惩戒，因意外或者学生本人因素
导致学生身心造成损害的，学校不得据此
给予教师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

有教师向记者表示，担心正当惩戒造
成意外后，一旦遇到“校闹”，学校是否会
顶不住压力，以处分教师息事宁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

观认为，惩戒规则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对教
师正当惩戒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学校的
行为进行了约束。面对“校闹”，学校同样
受到相关内容约束，无权牺牲教师权利。
另外，惩戒规则中明确了学校应引导对教
育惩戒有异议的家长通过多种渠道申诉，
这对教师而言也是一种风险缓冲。

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认为，有些家
长将老师的惩戒视为受“欺负”，甚至觉得
上学是购买了教育服务而不是来受气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取得社会共
识，才能为教育惩戒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为此，应切实做好宣传引导、对话沟通。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教授
章友德认为，惩戒规则采取的是“定性+列
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所有意外，只依靠
规则来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仍不够完善，还
要依据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配合，完善举证、质证、裁
判等程序，使学校和教师受到一个完备法
律法规体系的保护。

当罚不罚，犯错更大，
学校和教师该担责吗？

放任“熊孩子”一再任性继而犯下大
错，教师和学校应承担责任吗？惩戒规则
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不少家长却十分关
心。

河北省安国市教体局基础教育股股
长安会根说，惩戒规则要求，较重以上等
级惩戒形式由集体研究决定，如果当罚不
罚而引发不利后果，学校和教师应当承担
教育和管理失职的责任。

上饶市广信区第二中学教师姜鸿洲
认为，老师教育失职的后果虽然没有在惩
戒规则里明确，但现实中的惩罚措施并不
缺乏，如降薪、降职称等，严重的甚至会被
吊销教师资格证。

吴芷英称，担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比如应当惩戒但受法律法规限制，因
而致使犯错学生未受惩戒的，教师或学校

应无责；应当惩戒但惩戒不当或过轻未能
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后续又造成严重后果
的，教师或学校要承担部分责任；应当惩
戒但因教师或学校主观原因没有惩戒且
造成严重后果的，是教师或学校严重失
职，应该进行严厉处罚。

家、校之外，还有谁
应该共管“熊孩子”？

惩戒规则规定，教师对学生实施教育
惩戒后，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通与帮扶，
注重惩戒与教育效果的统一。学校可以
根据实际和需要，建立学生教育保护辅导
工作机制，由学校分管负责人、学生工作
机构负责人、教师以及法治副校长（辅导
员）、司法以及心理、社会工作方面的专业
人员组成辅导小组，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
进行专门的辅导、矫治。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构成犯罪但
未受刑事处罚的学生，学校应当依法协
同、配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管教、帮
扶，并要求家长予以配合。

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学校校长蔡国
勋告诉记者，学校对有打架斗殴、偷盗等
行为的学生教育手段有限，除了言语说
教，就是请家长，效果有限。惩戒规则应
切实成为学校、家庭和相关部门之间合作
互动的纽带，丰富教育惩戒工具包。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任廖斌
认为，惩戒规则应当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学
生，相应司法、行政机关应承担起“社会
转介”、督导管教的责任，扭转“家长管没
用”“学校不敢管”“社会管不了”的局面。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陈
王莉认为，规则从教育惩戒角度为校检共
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工作提供了有力
依据。惩戒规则可对构成犯罪但未受刑
事处罚的学生教育、矫治、改造的方式方
法进行完善，如规范工读学校管理、激活
收容教养制度、建立教育社工住校制度
等。 据新华社

萌娃精心排练 备战少儿春晚

学校需要因地制宜，找到符合学校特色且学
生真正感兴趣的项目，从而让更广大的学生群体
享受到校园体育活动的快乐

让校园体育更有趣

能同过同罚吗
遇到“校闹”怎么办
家校之外“援军”何在

——管住“熊孩子”，教育惩戒规则还得迈过这些“坎”

近日，司法部公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旨在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教师惩戒权定规立矩。
惩戒规则能否保障教师有效而又公平地震慑“熊孩子”？当惩戒权碰上“校闹”，惩戒规则能保护老师吗？当罚不罚，校、师是否

有责？学校、家庭有哪些教育“援军”？记者走访多地，听取学校、家庭及有关部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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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本版用文作者（单位）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排练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