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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省中小学、幼
儿园已经开学，近日河南
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
2016 年中小学生安全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把安全教育纳
入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之
中，确保安全教育课程每
学年不少于12个课时；同
时，确保中小学校每月一
次、幼儿园每季度一次应
急疏散演练。

通知要求，今年，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把
安全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
各个环节，结合各种教育
日、纪念日等，推动安全教
育实现制度化。确保安全
教育课程每学年不少于12
个课时，引导中小学生树
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

识、养成安全习惯，掌握防
火、防触电、防中毒、防传
染病、防拥挤踩踏、防交通
事故、防不法侵害等技能，
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据了解，省教育厅将
对我省中小学《安全教育》
读本进行全新修订，供全
省中小学校秋季开学使
用，各年级不低于一个教
学班的用书配备，不得使
用未经省教育厅中小学地
方教材审查委员会审定的
安全教育读本。

另外，省教育厅要求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督促指
导学校认真落实中小学校
每月一次、幼儿园每季度
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坚决
防止发生拥挤踩踏、烟雾
中毒等安全事故。

父母每天表现如何？孩子做监督
郑州一小学试点“父母日记”，看看父母和孩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记者 谭萍 牛洁 文图

核心提示┃父母的表
现怎么样，由孩子来打
分！这一“创意的改革”就
发生在郑州市惠济区东风
路小学。去年11月，该校
以一个班级为试点，启动了
“父母日记 100天成长计
划”，让孩子为父母每天的
表现打分。100天之后，父
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亲子
关系也更加亲密了。这
100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近日，大河报记者来到该校
进行采访。

揭秘 孩子当“考官”，打分参照10个标准
“父母日记100天成长计

划”是啥？在学校，记者看到了
该计划最主要的“神器”——一
本名曰《父母日记》的厚册子，
里面的每一页都相当于一份考
卷，需要孩子为父母打分，标准
有10项，家长每做到一项就可
以获得10分，满分100分。

大河报记者注意到，这10
项标准十分细致，包括：今天没

有把不好的情绪带回家，创造
了轻松快乐的家庭氛围；今天
专心陪伴孩子40分钟以上；今
天使用了肯定、鼓励的语言和
孩子平等沟通；今天和孩子一
起做户外活动：运动、玩耍、散
步等；今天发现了孩子的优点，
并及时给予肯定和赞美；今天
拥抱了孩子，并说妈妈/爸爸爱
你；今天没有当着孩子面对爱

人（家人）发脾气；今天对爱人
（家人）说了爱、赞美等正能量
的话；今天用心陪伴父母或给
父母打电话问候；今天诵读了
《父母规》亲子发愿文。

除了孩子当“考官”，父母
还要进行自我反省。每周，家
庭成员还要开一次家庭会议。
目前，活动已在该校一（3）班试
行完毕。

效果 100天内，父母、孩子悄然改变
活动效果如何？孙一可小

朋友告诉记者，有一天，吃过晚
饭后，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陪
她到楼下散步，她便给妈妈的
成绩扣掉了10分。“看到分数，
妈妈也反思了自己，现在，只要
有时间，妈妈就会来陪我。”

李子涵小朋友则擅长用

“鼓励法”。她清晰地记得，第
一天打分，妈妈表现得特别好，
李子涵便给出了100分的好成
绩。“妈妈非常用心，我必须给
她一个鼓励。”李子涵说，让她
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的日子
里，妈妈给她带来了越来越多
的惊喜，就连忙碌的爸爸，陪她

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晚上睡觉
前，爸爸还会讲故事给我听。”
提起爸爸妈妈的变化，孩子们
有说不完的话。

父母的变化，也带来孩子
的变化。一（3）班班主任乔峰
玲告诉记者，通过这一活动，许
多孩子变得更自信、更阳光。

变化 从不适应到“爱上”，家长收获满满

“说实在话，刚听说这事
儿，心里还犯嘀咕，以前都是
我们要求孩子做什么，现在却
要让孩子给我们打分，还真有
些不适应。”一位家长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后来，学校专门
给家长做了培训，使他们认识
到活动的意义。而且，随着每
天的坚持，家长们发现，自己
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从
开始的不适应变成了“爱上”
这项活动。

在一对父母写的总结中，
大河报记者看到，之前，他们
感觉孩子自我意识太强，一切
事情以自我为中心，主动性也
比较差。通过这一活动，他们
对自己的教育方式进行了反
思。妈妈认为，自己在对孩子
的管教中，存在保护过度的问
题，使得孩子没有充分锻炼自
己的机会。爸爸也反省自己，
对孩子的陪伴和关注太少了。

100天、100篇父母日记，

为何会带来这么大的改变？
东风路小学副校长王中华介
绍说，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
很多时候来源于父母，父母改
变了，孩子的行为、性格也会
一点点发生变化。“100天成长
计划就是想通过外在的约束，
帮助父母形成审视自己的习
惯，学习智慧的教育方法。”

下一步，学校计划在全校
推广父母日记 100天成长计
划。

确保中小学生安全，河南省教育厅发文

应急疏散演练每月一次
□记者 王迎节

18所港澳高校
今年在豫招生

大河报记者从河南省招办获
悉，2016年香港、澳门特区招生
说明已经公布，今年将有18所港
澳高校在我省招生，其中，香港高
校12所，澳门高校6所。

根据招生说明，今年，获批在
内地招生的12所香港高校招生
模式分两种，香港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10所招生
院校单独招生，招生计划不分到
省，考生报名和咨询事宜由招生
学校负责。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城市大学2所高校按照内地高校
统一招生形式招生。两所学校参
加提前批次录取。

而6所招收豫籍考生的澳门
高校，招生模式均为院校单独招
生，招生计划不分到省，考生报名
和咨询事宜由招生学校负责。

□记者 王迎节

郑州今年要建一大拨儿学校
昨日，大河报记者获悉，为

满足郑州日益增长的教育资源
需求，2016 年，郑州市教育局将
推进中小学学校建设工作。

今年，金水区将续建冠军路
中学、黄河路第一小学等 11 个
项目，新建、改扩龙门路小学、纬
五路第二小学等8个项目。

二七区有兴华街第三小学、
长江东路第三小学、滨河花园实
验小学三所学校集中开工，学校
建成后新增4500个学位。

郑东新区确保康庄路小学
等24所中小学幼儿园上半年开
工，建成五十四中等学校 4 所，
新增学位7500个。记者 谭萍

习惯如何养成？主题队会上聊聊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

小学第五届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周成功举行，各班召开了“习惯
养成，精彩人生”主题队会。

农科路小学相关负责老师
表示，此次主题队会，全校各班

围绕通过事例讲述、小组讨论、
分享感悟等多种活动形式，增强
了学生对养成好习惯重要性的
认识，明白如何培养和养成好习
惯，令学生们受益终生。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李慧 陈姜明

朗读水平谁强？老师们来赛赛
为提高教师普通话朗读水

平，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
城小学举行了“诵读美文 展我
风采”教师诵读比赛。比赛共分
语文、数英、课任三组进行，老师

们根据所朗诵诗文的内容、情
境，在婉转的音乐的衬托下，把
充沛的情感融入文中，声情并茂
地把美文通过声音表现出来。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常罗文

萌娃进军营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第三幼

儿园大班幼儿来到武警河南总
队直属支队参观，零距离领略军
人的风采，感受军营生活。

武警叔叔们精彩的格斗赢
得了全场小朋友的阵阵掌声。

接着，孩子们参观了营区内务，
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近距离地
观看了枪械模型，认真地倾听武
警叔叔介绍它们的结构、性能，
大开眼界。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唐赛

了解校园文化，融入学习生活
3月，郑州市金水区凤凰双

语小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了解
校园文化，融入学习生活”主题
教育活动。

活动从了解走廊文化开
始。同学们认真阅读走廊版面
的名人名言、名人简介、古典诗

词、现当代名篇节选、传统节日
文化等内容，并用笔记录下来。
为了解更多相关的文学或文化
知识，很多同学到学校阅览室查
阅资料，还有同学回家利用网络
进行搜集。记者 谭萍 通讯员
牛志强

老师“充电”，学习啦啦操
近日，郑州市中原区2016年

中小学大课间啦啦操培训在互
助路小学锦艺校区举行，来自全
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的健美操
（体育）教师和舞蹈教师参加培
训。经过一天的教学训练，老师

们基本掌握了啦啦操项目的基
本手法与动作。中原区还将在4
月底举行全区大课间展示评比，
并选拔出优胜队参加 2016 年河
南省和全国的大课间展示比
赛。记者 牛洁 通讯员 荆军体

少先队员祭先烈

3 月 22 日上午，郑州市中原
区淮河路小学一年级全体师生
来到郑州烈士陵园，开展了“清
明节扫墓暨一年级新生入队仪
式”活动。当天上午 9 时，在大
队辅导员历明老师的带领下，孩

子们向革命烈士敬献了亲手制
作的素花，并默哀、鞠躬。随后，
秩序井然地为彼此佩戴上了红
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
员。记者 牛洁 通讯员 阎丽
王梦然

为学轴对称，课上剪小人儿
“瞧，这就是轴对称图形！”3

月 24 日，郑州中学第三附属小
学二（2）班的数学课堂上，孩子
们十分开心。原来，数学老师赵
阳春正在用“剪小人儿”的方式，

让孩子们理解轴对称图形。只
见，孩子们的巧手创造出一串串
连在一起的“小人儿”，枯燥的知
识瞬间变得易懂、有趣起来。记
者 牛洁 通讯员 杨芳芳

春季运动会，娃们动起来
3月24日，郑州市惠济区老

鸦陈中心小学春季田径运动会
拉开帷幕。当天，天气还有些寒
冷，但孩子们的热情非常高。参

赛选手奋力拼搏，啦啦队员热情
助威。据悉，此次运动会有多个
赛项，如长跑，跳远，投铅球、垒
球等。记者 牛洁 通讯员 王涛

惠济遴选5所区级创客教育试点校
记者从郑州市惠济区教体

局获悉，2016 年，该区将遴选首
批5所中小学校作为区级试点校
进行创客教育试点。将支持学校
聘请高科技产业优秀科研人员到

学校兼职，开展创新教育实践。
此外，各级各类学校还将加强与
高校、企业及社会团体的合作，为
师生创客提供更好的科研平台。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刘恒

孩子们展示“父母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