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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小学生不会打扫卫生，
一年级小学生不会打扫卫生
，遭老师批评
遭老师批评，
，家长想“高招
高招”
”

为孩子请家政，
为孩子请家政
，代替成长要不得
代替成长要不得！
！
核心提示 |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不会打扫卫生，孩子
学校值日家长花钱请家政。这一做法在大河报教育说
吧里引发众网友“吐槽”——教育说吧成长中的家长普
遍认为，这种做法欠妥，孩子的成长不可替代！
□文字整理 记者 陈秀华

家政代劳引众家长质疑
阿桃：有一个学校，小学一年
级的孩子不会打扫卫生，又担心老
师吵孩子，家长花钱请家政。不知
道大家怎么看？
开心：不赞成！什么事都有个
第一次，孩子不会做本来就缺乏锻
炼，
多做几次就好了。
圆圆妈：
花钱，
图省事。
开心：老师应该正确引导吧！
皮皮：哪个学校呀？老师也赞
同找家政吗？好奇怪！
阿润妈：
能代劳一辈子吗？
阿桃：
请家政是家委会的决定。
开心：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阿桃：家委会还说呢，请钟点
工，
也花不了多少钱。
家有儿女：家委会能代表全部
么，
如果有家长不愿意出钱呢？
阿桃：家委会决定，每人交 500
元班费请家政代劳，有意见的家长

众妈妈晒能干宝贝
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说。
家有儿女：学校的门卫让家政
进校吗？
圆圆妈：总想着能花钱解决的
问题就花钱解决，
问题在家长。
开心：只是
“新闻”，
是少数！
阿润妈：
学校也有责任。
圆圆妈：这也包办，那也包办，
以后孩子何以自立？
阿润妈：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
的花朵？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
师、
这样的家长，
也是醉了！
圆圆妈：学校只是抛出一个问
题，环境卫生要有人打扫，学生来
承担，家长不舍得，愿意花钱代办，
学校也只好听之任之。家长应和
老师沟通好，让孩子学着慢慢来。
在那样的年纪，本应该会干的活却
不会干，说明家庭教育缺失。应及
时补上一课。可教导而不能代办。

劳动是锻炼，
是成长经历
静水流深：如今孩子都是家
长捧在手心里的宝，对一年级新
生来说，
扫地、
摆桌椅有点难。
芊芊：劳动是锻炼，如今却请
钟点工，
这对孩子成长影响不好。
刘睿睿：
这样做非明智之举。
阿桃：听说班上只有几个麻
利的女孩能完成打扫工作，其余
孩子只会站着干瞪眼，没打扫好
第二天又会被老师批。
刘睿睿：
孩子需要锻炼成长。
家有儿女：一年级的扫地、摆
桌椅成难事了，说明孩子在家没
做过家务，现在在学校有锻炼学
习的机会了，家长又请家政，这样
的话，
孩子啥时候能学会？

刘睿睿：什么事情都有人代
劳，
剥夺了孩子锻炼的机会。
圆圆妈：劳动是孩子一种珍
贵的体验。家长急功近利，唯分
数论，认为其他事情都可以代劳
的，真心要不得。放手让孩子自
己来，
这是一种成长的历程。
家有儿女：放手让孩子自己
做吧，即使很慢很差，总有一天会
做好的。家长不能为了不让老师
批就帮孩子做，老师也不能因为
孩子做不好而去批评孩子。
家有儿女：我觉得这里面主
要责任在老师。如果老师不批评
的话，家长也不会非要请家政替
孩子去做了。

阿桃：大家还记得自己的孩子
第一次劳动时的情形吗？
棒棒糖：我家孩子二年级开
始，
就自己煎鸡蛋吃！
阿桃：儿子上一年级时，轮到
他当值日生，儿子就趴地上用小手
去抓水池下面的落叶。好冷的天，
给我心疼的啊。不过我没有制止
他，也没有鼓励他，只是站在旁边，
看着他用自己的方式干完活儿。
苗杰：我儿子去年上一年级，
他第一次洗碗，踮着脚尖才能把手
伸到水池里。看着他那种认真的
样子，让我好感动。真的不是孩子
不会，
是家长没给孩子机会。
袁敏：家长不放手，
孩子难动手。
家有儿女：昨天，六年级的儿
子自己拉烩面，还说拉得可匀实。
阿桃：相信孩子，
潜能无限。
家有儿女：煎鸡蛋对于我儿子
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了。儿子还
说，
自己做的饭香，
吃得多。
田园：我家孩子现在也会煎
蛋，
做粥，
炒土豆丝和西红柿鸡蛋，
阿桃：孩子们真是太棒了！一
个小提议，孩子们要是干了家务，
咱们能不能狠狠地表扬一下孩子。
男初三：娇子如育狼，这样的
家长必尝苦果。孩子参加劳动，是
在增长技能，
家长不可剥夺。
凯莉雅：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干
活儿，孩子也得有个正确的态度，
不会就得学。一回生，
二回熟嘛！
凯莉雅：不让孩子锻炼，以后
孩子走向社会怎么办？
郑新艳：这些不会的孩子是因
为在家从来没有做过，家长应该让
孩子多参与家务劳动，也能培养孩
子的动手能力和责任心，让孩子知
道自己也是家里的小主人。

仓 库 招 租 在家也能挣大钱

•租售均可/水电齐全•

★鹤壁市浚县集聚产业区内
150 亩厂区，20000m2 厂房；
★郑州曲梁产业集聚区高速口
80 亩独院，20000m2 仓库。

财富热线 18503811171

市场服务
以企业形象、产品介绍等为主，按块收费，规
格为3.3cm×3.8cm，1-4块，500元/块，5-6
块，600元/块。每周一、三、五刊出，每个企业
每期可做1—6块。
大河报广告中心主办

洋河原浆酒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
沙发坐垫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
分厂。我厂免费提供原料和技术，
上门送货，
现金结算加工费，
每人每
天利润丰厚，
牵头人每月可得丰厚管
理费。可预付加工费，合同期 1-5
年。可法律公证。
电话：13283890675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 966，
32，
B20 路车到
刘庄下车即到

洋河红色经典，
洋河原浆系列酒
诚招市、县代理商、专卖店（团购商、
买断商均享出厂价）货到付款
（铺货、
广告、
房租、
装饰、
派员、
返利、赠车、运费=厂家全包）

全国免费电话 400-0527-663 18360051136

中国·江苏洋河经典酒业有限公司

矿机城招商

大华矿机城——中原地区大型矿山
机 械 及 配 件 市 场 ，二 手 破 碎 机 集 散 地 。
现在入驻免租 6 个月。
招商热线：037962669920 地址：洛阳市关林路 280 号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厦1层132-5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5.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833911
66369622
65796171
67947825
65970450

65835001
66302345
65796172
67425030
65970445

教育短波

开放式图书角进校园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在每个班级门前
的走廊上，均配备了精致美观的图书柜，建立起班
级开放式图书角。学生可以以班级名义向学校图
书室借书阅读；可以自愿把读过的书捐到图书角；
也可以班与班图书角之间进行流动，互相介绍读书
心得。各班有图书管理员队伍，负责管理开放式图
书角的图书摆放和卫生工作；每个班还建立有自己
的《读书公约》，利用少先队活动课召开读书交流
会、故事会等活动，
引导学生读好书、好读书。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海霞

提高消防意识保安全
11 月 4 日，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培
训学生使用灭火器，并让他们操作演练。学校模拟
火灾初期现场，让老师和学生体验使用灭火器灭
火，掌握灭火方法，有效增强了师生灭火技能，提高
了抗击火灾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李培颖

“尊重”让教育更迷人
10 月 5 日下午，八年级期中考试结束后，郑州
82 中操场上一片欢腾，做游戏、接力赛、绿茵场上追
着足球奔跑、篮球场上奋力拼杀……郑州 82 中在
注重学生学业，更密切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两年
来，一直坚持开展班级趣味活动。郑州二七区的
“多彩教育”理念和学校的“尊重教育”理念也无声
地渗透到常规教育教学中，
滋养学生心灵。
记者 刘同洲 通讯员 张瑞丽

精彩绳舞闪耀青岛
10 月 31 日，全国跳绳联赛在青岛大学拉开帷
幕，郑州 76 中 10 名队员经过两天激烈的角逐，参加
三个大项 9 个小项的比赛，获得了 6 个第一、3 个第
二、2 个第三以及体育道德风尚奖，最终获得团体一
等奖。近年来，该校将跳绳与育人目标相结合，将
花式跳绳作为学校特色活动并纳入课程体系，以花
式跳绳社团为点，以全校推行花式跳绳为面，将花
式跳绳打造成为该校特色。记者 刘同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