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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育儿梦”，儿“成龙”、女“成凤”，对下一代寄予了厚望，
于是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但教育专家提醒，期望是对未来的憧憬，只有合
理的、现实的期望才能得以实现，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期望只是一种幻想，会加剧
孩子的压力，往往得不偿失。

教育孩子不可“拔苗助长”
现象:家长“
从众”心理普遍
随着幼儿教育的改革发展，幼儿园教育
“小学化”的现象得到遏制。 然而，很多家长
却对此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据了解，持这种
态度的家长还不在少数。
市民谢女士的女儿今年还不到 5 岁，却
已在幼儿园读学前班了。 当别人问起女儿在
哪所幼儿园时，他总是很骄傲地回答：都已
经在上学前班了，认识了很多字，会做数学
加减法，而且还参加了很多兴趣班。 谢女士
说：“我也知道孩子还小， 应该以玩为主，但
是提前让孩子学习，到上小学时容易跟上课
程。 ”
“我给我家小女儿报的是私人幼儿园，
现在已经上中班了。 从这学期开始，老师就
在教孩子们学习“横”“竖”“撇”“捺”，还学习
了从 1—14 的数字， 每天放学一回到家，小
女儿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本子开始做家庭作
业。 ”家住西外某小区的李女士说，感觉挺好
的，对于家长来说还是喜欢自家的孩子爱学
习。
据专家分析，现在一些家长的从众心理
很严重，认为社会竞争如此激烈，孩子应该
越早掌握知识越好，以免在上学之后成绩被
其他同学落下。 因此很多家长不仅不反对幼
儿园“小学化”，反而还支持将小学课程纳入
幼儿园的日常教学中，不少家长在送孩子入
园时首先关心的就是孩子平时能学到多少
知识、会不会对上学后的课业有帮助等等。
而且有些家长甚至不惜让孩子频繁转
园，就因为原来的幼儿园不教“超龄”知识，
因此在这样情况下，很多幼儿园为了生存而
迎合家长，开展拼音、写字、算数等“小学化”
内容的教学也就在所难免了。

弊端：违背孩子成长规律
如今，有许多家长认为“现在不学习以
后就会被淘汰”。 按照家长的逻辑，其实就是
自认为的就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多才多艺的
“神童”，或者说希望把孩子培养成非常能干
和特别强大的“超人”，总之，孩子在各个方
面都要出类拔萃。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专
家表示这样做，对孩子来说，有害而无益。
某幼儿园李园长告诉记者，“小学化”倾
向对幼儿的发展有害无益。 幼儿的心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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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完善，不具备系统学习的能力。 其次，幼
儿的身体还在发育中，过早让他们长时间读
书写字，极易对眼睛、脊柱等部位的正常发
育造成危害，不利于幼儿的身体健康。
“看起来，家长的想法比较积极向上，也
很务实，又是为孩子将来着想，但这种做法
严重超出了孩子的心智和身体承受能力，更
违背了教育规律，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成长
发育有害无益。 ”她表示，很多提前接触过小
学知识的学生在刚入学时的成绩可能不错，
但这恰恰容易造成这些学生骄傲自满，产生
优越感， 认为现在的知识自己早就学过了，
从而松懈下来，长此以往对将来的学习和心
理发育都没有好处。

建议：把童年还给孩子
爱玩其实就是孩子的天性，如果不让孩
子玩，无异于剥夺了孩子的童年，孩子就少
了天真、烂漫和快乐。 据了解，3—6 岁，是培
养孩子学习习惯的最佳时间，幼儿教师会用
孩子最感兴趣的“游戏模式”培养孩子的记
忆力、注意力、想象力等，寓教于乐，让孩子
在游戏中习得知识，培养学习兴趣和学习探
索的能力，为上小学做好准备。
教育应尊重孩子的实际水平，在孩子尚
未成熟之前，要耐心地等待，不要违背孩子
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内在“时间表”，人为地训
练加速孩子的发展只会适得其反，拔苗助长
的故事也就会重演。
同时还要注意，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不断
发展、不断完善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
改变， 会出现自己的独特的兴趣、 意愿、特
长，甚至是自己寻求的期望。 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应当因势利导， 给孩子提供相应的条
件。 让孩子学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培
养孩子生活独立能力。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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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三小召开大组教研活动
本报讯 教研是学校教学的
生命线。 为进一步促进教师的专
业化发展， 巩固和提高学校教学
质量。近日，通川区第三小学召开
了新学期第一次大组教研活动。
龙道清校长强调, 学校将大
力营造严谨、务实、民主、宽松的
教研氛围， 以自我反思、 同伴互
助、 专业引领作为校本教研的核
心， 要求每位教师不断提升自己
的教研水平， 努力锻造成有为之
师。
分管教学副校长周登俊对
新学期教研工作做了部署， 他要

求新学期将各类教研落地落实，
从细处、实处着手，进一步规范各
学科业务，以教研促教学。教导主
任廖志明对上学期教研教改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对本学期
教研工作进做了具体安排与部
署，特别是对学科教研、备课、上
课、听课、作业、检测等方面提出
了详细要求。
开学初的教研活动承载着老
师们满腔热忱，相信在新学期里，
该校全体教师扎实迈好每一步，
尽职尽责，办家长满意，社会认可
的好学校。
（三小）

通川区实验小学狠抓食堂管理
本报讯 近日， 通川区实验
小学召开了食堂食品卫生安全
专题会议， 要求狠抓食品安全，
确保师生健康。
首先，副校长李茂章就如何
进一步加强食堂工作管理，切实
履行岗位职责，提高后勤保障能
力和服务水平讲了相关意见。 同
时就食品卫生安全和饭菜质量
提出了明确要求，一定严把食材
进货关、加工关，严格索票索证，
记号台账，做到品质优、数量足、
价格准。 必须做好“舌尖上的安
全”，让家长放心。 副校长余宗轩
就食品安全做了进一步强调，增
强风险管控意识和能力，时刻不
能放松责任意识， 安全意识，认

真做好试尝、留样、体检、着装、
消防等方面工作，明确要求闲杂
人员不得随意进出。
最后，学校总支书记、校长
胡逐云就食堂饭菜质量、食品安
全卫生、 工作状态等作了强调。
她指出，民以食为天，学校食堂
涉及到三千多学生， 量大面宽，
责任重大，不得懈怠。 她要求全
体工作人员做到“六讲”，即“讲
纪律、讲原则、讲规矩、讲卫生、
讲质量、讲团结、讲奉献”。
通过此次会议召开，食堂工
作人员一致表示，服从学校工作
安排，认真履职尽责，扎实做好
食堂工作，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区实小）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正师德师风
本报讯 “我是一名人民教
师，面对国旗我庄严宣誓……”9
月 4 日，通川区罗江八一希望学
校在学术报告厅召开了师德师
风专题教育暨宣誓大会。学校党
支部书记、校长吴晓平带领全体
教师，面对党旗庄严宣誓。
党支部副书记严能春首先
组织大家学习了市教育局《关于
8 起违反教师师德典型案例的
通报》。接着，吴晓平在会上强调
老师们要以案例为戒， 自查自
纠，做一名学生及家长喜欢的老
师，只有办学生及家长满意的学
校， 才能将学校发展得更好，为

此学校要求各部门在分管领导
带领下，开展为期一周以“关爱
学生，密切家校关系”为主题师
德教育， 各部门在部署工作、考
核工作、开展培训等方面，要以
老师们是否真正做到“关爱学
生、密切家校关系”为准则，严格
要求老师，管理老师，考核老师。
老师们不仅签订了师德师
风目标承诺书，并立下了铮铮誓
言。 纷纷表示，要坚决拥护党教
育事业，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廉洁从教，为人
师表，争做师德师风楷模。
（杜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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