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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月，漯河市宇
华实验学校初三（6）班的崔健
同学被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
录取，成为漯河市历史上第一
个被西安交大少年班录取的
学生。

而生长“学霸”的土壤，并
非流水线一样的考试训练，而
是科学高效的课堂。不搞题
海战术，老师精研精讲，学生
高效学习。在 2016 年中考
中，漯河市宇华实验学校首届
初中毕业生被省级示范性高
中录取人数占毕业生人数
62.96%；600分以上人数占毕
业生人数7%。2017年中考
中，被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人
数占毕业生人数66.57%；600
分以上人数占毕业生人数
8.9%，600分以上比例连续两

年居漯河市第一。
“会玩的孩子更会学，虽

然学校是‘封闭式管理’，但在
课程上完全是‘开放式教
育’。”校长关静介绍，学校开
设了舞蹈、音乐、绘画、乐器等
20余门校本课程供学生自由
选修，这些课程既不用额外交
费，也免去了家长送孩子奔波
于各个培训班之间的苦恼，实
实在在地为家长着想。

学校里，定期举行国际文
化交流节、校园模拟招聘会、
跳蚤市场、团结一致向前冲、
校园歌手大赛等丰富有趣的
活动，不仅为每个孩子提供了
施展才华的舞台，更有利于帮
助学生提升素质、锻炼能力、
发掘潜能、实现梦想。

种地、摘菜、养孔雀

漯河市宇华实验学校“田园课程”引热议

翻地、播种、除草，小小的嫩芽慢慢长成了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摘菜、烧水、煮面，一碗碗“幸福蔬菜面”的香气扑鼻而来……
养兔子、喂鸽子、捡鸡蛋，看小鸭学凫水，欣赏孔雀开屏争奇斗艳……
这样的场景没有出现在广阔的农田里，也不是在家庭的厨房里，更不是在

动物园，却是在漯河市宇华实验学校的课堂里（如图）。这样的“新鲜事儿”，引发
了漯河许多家长的关注与热议。

田园课程 | 小菜园种出大学问

近期，当记者走进漯河市宇
华实验学校二（3）班的时候，老
师和孩子们正在一起用自己劳动
基地的收获做蔬菜面。平常不爱
吃蔬菜的孩子这天中午却破天荒
地把自己碗里的青菜吃得干干净
净。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这是
他们吃过最好吃的面条。

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每天
被钢筋水泥造成的建筑所环绕，
很少有机会能近距离亲近自然。
仅从课堂上空谈环保、节约，难免
苍白无力。

学校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实际
特点，推出了“田园课程”。老师
们引领学生通过体验种植，激发
开拓精神，培养爱农意识。在“小
小种植园”里，孩子们在老师指导
下，种植了各种农作物，在种植过
程中，孩子们通过写观察日记，写
研究报告，亲自动手操作，实践能
力得到了提升。更重要的是孩子
们体会到了收获的乐趣，懂得了
每天所吃食物的来之不易。再培
养孩子们的节约意识、责任意识
就水到渠成。

在传统课堂中，评价学生的
标准取决于日常的表现和考试的
分数。但在“田园课程”中，“孩子
们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观察能
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同时也
培养孩子们的团结协作和沟通能
力。”教务处李主任说，希望孩子
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能找到一
些最本真、最自然的东西，“一花
一沙都有自然价值，一蔬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这是最好的生命教
育和环保教育”。

生命教育 | 利用好无限的“室外课堂”

与此同时，学校还开辟了“小
小动物园”，养了兔子、鸽子、孔雀
等十几种动物。对于高段小学生
来说，通过“小小动物园”体会到
的是生命的神奇与观察能力的提
升。而对于低段小学生和幼儿园
的小朋友来说，得到更多的却是
孩子天性的释放，灵性的回归。

“自然是孩子和世界之间的

一座桥梁，其实在学校教育中，校
园环境就是注入了文明的生态自
然系统。如何通过校园这个生态
系统唤醒孩子们的灵性，启发他
们的智慧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结合校园实际，充分利用围
墙、操场边角等地，构思并先后修
建了“小小动物园”“小小种植
园”，以此探索打造文化课堂和特

色课堂二合一的教育模式。“教室
内的课堂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而
教室外的课堂是无限的。学校要
把室内课堂做强，然后逐渐探索
室外课堂，在两者之间架起走向
未来的能力桥梁。”校长关静如是
说。

会玩的孩子更会学｜这里的“学霸”很快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渝 通讯员 高少锋 文图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4日上午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专家为受到质疑的眼
保健操正名，称“学校恢复眼保健操”有用但非万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我国近视患病人数超过
4.5亿人，已居世界首位。（6月6日《南方都市报》）

今日评论 关键词 宠物看病贵

治“宠物看病贵”当双管齐下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在宠物消费日趋多元、宠物医
院越开越多、“宠物经济”日盛的今
天，“阿猫阿狗”的事已经成了大
事。动辄成千上万元的动物诊疗
费、不同医院对同一项目的收费大
相径庭、无证经营、无证行医、处方
不规范等行业乱象频出……昨日，
本报AⅠ·05版以《宠物看病贵，常
有乱收费，得治！》为题，报道给猫猫
狗狗看病，动辄花费成千上万，我
省启动了动物诊疗行业专项整治，
本报也针对宠物医院遭遇的烦心
事，面向读者进行征集。

“看病贵”饱受诟病，令人没有
想到的是，宠物看病竟然比人还
贵。其实，如果把宠物医院视为一
种医疗机构，与普通医院比起来，
宠物医院收费更高是不难理解
的。正规医院的规模、资质以及软
硬件标准都有明确规定，一般意义
上的医院普遍可以享受到相应的
财政补贴。相比之下，宠物医院是
一种纯粹的经营机构，大到选址建
房、购买设备，小到员工工资、日常
开销，每一分钱都需要独自承担。
购买同等价位的医疗设备，宠物医
院的使用频率显然要低得多，其对
应的单项检查支出也难免会更
高。除此之外，兽医的培养成本、
兽药的采购成本、宠物医疗的特殊
性等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着
宠物看病的成本。

虽然“宠物看病比人贵”这样

的对比令人震惊，但这种对比本身
却是不恰当的。给人看病带有公
益属性，给宠物看病则是纯粹的市
场行为，单纯的价格对比显然有失
公允。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肯定宠
物医院高收费有理，而是想说，如
果宠物医院是真正的医疗机构，其
运行成本相对较高。问题的关键
在于，很多以宠物医院之名漫天要
价者，其实并不是医疗机构。

现实生活中，不少宠物医院的
业务由四部分组成：医疗、美容、用
品和寄养。还有一些开展宠物医
疗服务的，则是“宠物服务中心”或

“宠物会所”。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这些显然都不符合宠物医院的相
关规定——根据《动物诊疗许可证
管理办法》，开设宠物医院必须有
执业兽医，即兽医专业专科毕业生
并通过农业部考试后获得职业兽
医资格证；对于店铺的经营面积也
有要求，必须在60平方米以上；此
外内部设施也有明确的分区管理
要求，应有独立的候诊室、诊疗室、
化验室、手术室和药房，看病区应
隔离，避免检查身体和住院的宠物
在同一空间造成交叉感染。对照
之下，真正符合条件的宠物医院到
底有多少？

中国宠物产业联盟2017年发
布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
目前国内宠物医疗机构约10000
家，但业内有一定专业化水准，且
为连锁经营的宠物医院数量占比
不足10%。与此相对应的是，研究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宠物数量达
2.5亿只。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宠物
医院面对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如果
说行业标准缺失造成了市场混乱，
那么，浑水摸鱼的“无证行医”者则
不断加剧着混乱。相比起正规的
宠物医院，“无证行医”的成本显然
更低，“无证行医”者大行其道，势必
加剧正规宠物医院的生存压力，导
致收费更加混乱，从而危及整个行
业的健康发展。以此来看，省畜牧
局严厉打击“无证开业”“无证行医”
和未按规定开展动物诊疗活动等
违法违规行为，可谓正本清源之举
——先剔除那些浑水摸鱼的“无证
行医”者，规范行业收费就要容易
得多。

对于宠物看病费用来说，列入
物价审批目录不失为一种规范途
径，但这显然不是唯一选项。提起
宠物看病贵，很多人归咎于其执行
市场调节价，其实，市场调节价未
必一定意味着高价，关键在于能否
通过规范流程，真正起到“调节”作
用。坚守持证上岗、依法经营的基
础上，如果每一家宠物医院都能做
到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公众自然会
在比质比价的过程中作出选择，在
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宠物看病
费用自然能“调节”至合理水平。
一方面坚决取缔“无证行医”，另一
方面监督执行明码标价，如此双管
齐下，当有助于治疗宠物看病贵的
顽疾。

木须虫：多年前，就有眼
保健操是否有用的争议，眼保
健操某种程度与中医中的按
摩原理相似，其效果很难量化
判断，从经验来看可以短暂缓
解眼部疲劳，却无助于预防近
视发生。个人认为道理很简
单，就像康复医疗中的诸多理
疗手段，只能缓解疾病，却无
法治愈，更无从预防一样，理
出一辙。

很多对眼保健操持无用
论观点主要的依据是，我国青
少年近视率随年龄增长而增
长，小学生近视的发病率约
30%，初中可能60%，到高中约
80%，大学约90%，远高于美国
的25%。其实理性地看，这是
两码事。近视的致病机理很
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
正确的用眼习惯；二是长期的
用眼负担。毫无疑问，这些都
是做眼保健操无法解决的。
反而，这一组对比数据更值得
思考。

为何我国青少年的近视
率要远高于美国？并非中国
人是近视的易患人群，事实上
20多年前国民的近视率并不
高，对比两国青少年的课业负
担，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我
国中小学生的学习时间长且
是持续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增长，特别是高中生除了

睡眠与吃饭之外，大量的时间
都在学习，换言之我们的青少
年眼睛长期处在疲劳乃至过
度疲劳状态，恐怕这才是青少
年近视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长，
且具普遍性的根本原因。随
着电子产品特别是电脑、智能
手机的普及，许多以前没有近
视的成年人得上了近视，都是
用眼负担快速增长的结果。

争论眼保健操的作用之
于近视预防没有实质意义，作
为课间调节用眼、缓解疲劳的
手段，可以有用却非万能，如
果寄希望其减少近视发生，以
成效论其存废，恐怕失之于焦
虑。爱眼就给用眼减负，此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近视
防治指南》中，将户外运动认
定为是预防近视的重要因素，
主要是通过户外运动转移青
少年学生用眼的视线，把他们
从近距离视负荷中解放出来，
并非户外运动对眼睛有治疗
保健作用。所以，减少青少年
近视率，维护群体健康，更需
要整体改变学习和生活的方
式，鼓励与倡导劳逸结合，重
视对身心的调节，如学校多设
置体育等户外课程，家庭生活
中父母与孩子少一些“宅”，自
然会对视健康有所裨益，青少
年整体近视的状况也会有所
好转。

爱眼就给用眼减负

一方面坚决取缔“无证行医”，另一方面监督执行明码标价，如此双管
齐下，当有助于治疗宠物看病贵的顽疾。

（详见6月5日本报AⅠ·05版、今日本报AⅠ·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