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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下午，郑州市
金水区南阳路第三小学的校
园里沸腾了，四至六年级全
体学生手拿自主选课表，积
极踊跃地聚集在各个课程招
募台前，自主选择自己喜欢
的校本课程。

据了解，本学期该校建
立了“体验至上”的校本课程
体系，所有课程都是通过师

生的“共同体验”来确立。学
生体验不佳的课程直接淘
汰；老师也根据上学期授课
体验确定保留此课程或重新
设计新的课程。

最终，通过师生、家长多
方体验确立了书法、泥塑、国际
跳棋、小创客、折纸、英语、Hi！
思维、火柴拼图等25门校本
课程，以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9月16日上午，由郑州航空
港区教育体育处主办的“文化艺术
进社区”活动在某社区举行。活动
邀请来了民间传统文化大师给大
家展示面人、脸谱、沙画、陶艺、剪
纸、糖人等民间传统艺术。活动在
喜庆的鼓乐队演奏声中拉开帷幕，
随后，各民间艺人向居民们讲述传
统文化的故事，并邀请大家现场体
验。其间还穿插了互动抽奖游戏
环节，居民积极参与，小熊玩具、夏
凉被、充电宝、卡通水杯……丰富
的礼物，让居民们满载而归。

近日，为迎接第20届全
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到
来，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
组织开展了“说好中国话 写
好中国字”主题教育活动。

学校利用电子屏幕滚动
播放“说好中国话 写好中国
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规
范使用语言文字”的宣传标
语；利用展板张贴“推广普通
话”的海报；德育处利用周一
升旗仪式，号召全校师生推
广普通话、规范使用祖国文
字，让学生充分了解说好普
通话的重要性，营造良好的
推普周氛围。

学校各班举行了“说好

中国话 写好中国字”的主题
队会活动。了解普通话的历
史，介绍普通话的重要性，讲
有关说好普通话的小故事。
部分班级还进行了“笔墨飘
香”书法比赛，评选出“书法
小明星”并将作品在班级展
示栏中展出交流。

通过推普宣传周系列活
动的开展，学校师生感受到
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写一
手漂亮的中国字，不仅传承
了中华文明的美好风尚，而
且增强了学生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意识，同时也是
小学生热爱祖国的具体表
现。

为了培养学生自我管理
和自我约束能力，促进学生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确保
学生在上学、放学路队行进
中的安全，同时规范学校路
队纪律，养成良好的行走习
惯，9月11日一早，文化绿城
小学利用升旗仪式开展了

“优秀路队”评比活动。
为了扎实有效地开展此

次活动，学校领导和德育处
在前期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征求了老师、学生的意见，制
定出详细的“优秀路队晋级
评选标准”。各中队学生在
开学后几周的路队中朝气蓬
勃、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口
号响亮，向老师和家长们展
示了自己的风采，赢得了称
赞。

为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
情，近日，郑州市二七区马寨
镇王庄小学、水磨小学均开展
了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据了解，学校利用升旗
仪式、国旗下讲话、主题队
会、办手抄报等形式，让孩子
们了解历史，不忘历史，记住
历史，激发其爱国热情和奋
发向上的学习精神，培养他

们的爱国情操。特别是学校
各中队的主题队会更是内容
丰富多样，比如，王庄小学低
年级学生通过观看影片，让
队员们了解历史；中、高年级
通过讲革命故事、手抄报等
活动，树立为祖国的强大和
繁荣而奋发读书的远大理
想；水磨小学则组织队员们
观看了历史宣传片，并召开
主题队会等。

孩子的不合理要求
该怎样对他说“NO”
□记者 谭萍

核心提示｜“妈妈，我想要这
个玩具！”“好，给你买！”“爸爸，我
想吃冰淇淋！”“好，给你买！”……
面对孩子的要求，不少父母不忍
心拒绝。但当孩子不合理的要求
被拒绝后，有些娃娃就采用哭闹
等方法来与家长“对抗”。此时，
家长们应该怎么办？

“我家孩子太让人头疼了，
一旦要求被拒绝就大哭大闹。”
近日，家长李女士求助说。

李女士家有一个5岁的女
儿，小姑娘爱说爱笑，很是招人
喜欢。“从小到现在，孩子只要
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满足
她。看见孩子开心，家里大人
也都高兴。”李女士说，最近女
儿提的要求越来越不合理，比
如大半夜的非嚷嚷着要吃冰淇

淋，已经有了N个芭比娃娃后
还非要让再买，等等。

思考再三，李女士觉得不
能再惯着女儿，于是就拒绝了
孩子的一些不合理要求。“没想
到，孩子开始大哭大闹，平时挺
听话一孩子，这个时候讲道理
也不管用，哄也哄不住，有次哭
得都快吐了。”李女士既生气又
心疼，“打也打不得，这可怎么
办？”

“哎呀，为了要个玩具，这
孩子是啥招都用。”大河报记者
随机采访了10位家长，不少家
长直接吐槽，孩子为满足自己
的要求，与家长斗智斗勇，招数
不少。

家长张先生说，上周他带
3岁多的儿子出去玩，路过一
个玩具店，儿子看上了一款超
级飞侠，想着家里已经有好几

个了，他就没同意给儿子买。
“谁知道，这家伙竟然倒地就
打滚，边滚还边哭着嚷嚷，‘我
就要我就要，不买就不走’，气
得我当时就修理了他一顿。”

家长吴女士也说，自家女儿
一旦要求被拒绝，就会跑去找
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装可怜
求助，然后老人心疼孩子就会
帮女儿撑腰，让她很是头疼。

“孩子的要求被拒绝，心里
肯定不开心，哭闹是难免的。”在
与孩子斗智斗勇的实践中，家长
楚女士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在
她看来，当孩子提出合理的要求
时，能满足的尽量满足，暂时满
足不了可以用延缓的方式来转
移孩子的注意力。“不过，如果孩
子提出了不合理甚至无理的要
求时，父母一定要拒绝。”

楚女士提醒，在拒绝孩子不
合理的要求时，家长不要带有情
绪，要尽量态度温和，拒绝的语
气是肯定的，不要含糊其辞，更
不要采取要挟的方式拒绝孩子，
因为这样只会使孩子的反应更
加激化。“家长可以心平气和并
尽量简洁地告诉孩子被拒绝的
原因，当孩子哭闹时不妨把孩子
抱在怀里轻抚其后背，让孩子稍
稍发泄一下情绪，也可以引导孩
子自己做决定。必要的时候也
可以冷处理一下，对孩子的哭闹
行为不予理睬。”

在对孩子说“NO”时，楚女
士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对于
同样的事情态度始终如一，说了

“NO”就坚持到底，不因为孩子
的哭闹就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
拒绝孩子不合理的要求时，与其
他家庭成员沟通好，家长之间的
态度保持一致，不让孩子有“退
路”。

一被父母拒绝孩子就哭闹，家长很犯愁

哭闹、打滚、求助老人，娃娃斗智家长

拒绝孩子不合理要求
这位妈妈有妙招

求助

调查

支招

近日，郑州外国语学校王
俊博士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
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王中立、
副校长石敬凯为工作室揭牌。

王中立介绍说，王俊博士
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是几年前
学校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的，
担任学校的物理竞赛教学以及
实验班班主任工作，教育教学
成绩非常优异。“此次学校为王
俊博士成立工作室，是为了发
挥王俊博士学科前沿方面的优
势，为学校青年教师高端培养、

优秀学生培养等方面多做一些
工作，也是学校自主培养高端
青年教师计划的一系列举措之
一。”

据了解，王俊博士当年在
高中阶段获物理竞赛省级一等
奖，保送至南开大学物理专业，
本科毕业后到中科院读了硕士
和博士。其所带的2017届15
班，在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
获得2枚金牌、2枚银牌，1人进
入国家集训队；22人获河南省
赛区一等奖。

博士工作室现身高中校园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赵军浩

面人、脸谱……

民间艺术进社区

校本课程怎么上，先体验再决定

为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
德建设，增强国防观念和国
家安全意识，近日，郑州市二
七区祥云路小学举行了为期
两天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
全体一年级新生参加活动。

学生们说，他们体验到
了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第
一次接受军事化的国防训
练、第一次执行军令等。休

息的间隙，战士们还组织学
生学习爱国歌曲，为他们讲
述英雄故事，还用浅显的语
言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近百
年来的历史，以及祖国现代
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家长们反映，活动增强
了学生的爱国意识，提高了
孩子们对国防重要性的认
识，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这场实践活动 帮小学生了解国防

说好中国话 写好中国字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张帆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李朋琳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秦华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任晓慧 常罗文

“优秀路队”评选助力学生道路安全

多形式爱国教育 让学生铭记历史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张文枝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姜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