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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往往对诸如尿床之类的 "毛

病!十分敏感#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毛

病!会使自己在同伴面前"丢面子!$所

以无论是家长#还是幼儿园教师#都不

应在幼儿的小伙伴面前提及# 更不宜

嘲笑%挖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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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正罹患或曾经罹患过的

诸如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等与心理

有关的疾患#幼儿往往更为敏感$如果

大人们经常挂在嘴边# 自然不利于疾

病康复$即便疾病已痊愈#当着孩子的

面常常提及也等于是"揭短!#同样不

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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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大人看来孩子微不足道的

"曾经的过失!# 也会使得某些孩子长

期耿耿于怀#只要有人提起#他们便会

有"被揭伤疤!之感$ 这些"曾经的过

失! 可能包括& 某次游戏得了最后一

名#某次郊游出了洋相#甚至小时候爱

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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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被骂%被罚站等体罚往往是

孩子"没齿难忘!的痛苦经历#因为不仅

皮肉受了苦#心灵也可能受到创伤$ 即

使孩子目前已很少遭到体罚#但在旁人

面前频频提及过去的"受辱史!#仍然会

使他们陷入极度尴尬之中$

底线六!保存的"私房钱#

尽管幼儿并不爱钱# 也不懂得理

财#但如果家长经常对孩子保存的"私

房钱!做"结算!#甚至占为己有#孩子

也会感到自己的隐私没有受到大人的

尊重和保护$ $博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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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博宇幼稚园
开设有托&小&中&大及

幼小衔接班' 招收
!

岁至

"

周岁宝宝( 实行小班化

双语特色教学'两教一保)

本园长期招聘中文!英文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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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川汇区中州大道与永宁路交叉口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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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睿源教育周口学校
原新概念英语学校 # 于

+%!!

年
'

月加
盟郑州睿源教育成为周口唯一分校 $ 现开
设郑州睿源特色课程 &四大名著班 %唐诗宋
词班 %精品语文班 %语音提高班 %华陈数学
班 %四五六七年级龙班 %分级新概念英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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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教育科学研究会创办

百思达数学学校
品数学魅力 展思维风采

招收&小学
(

年级至初中
#

年级学生$

开设&培优班%尖子班%精英班%一对一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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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墨教育周口培训学校
珠心算%少儿口才%练字%绘画%艾莱克英

语%学前班%暑假幼小衔接班%小牛顿科学实
验班$ 招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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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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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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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择校
培训学校

周口金马会计培训学校
会计从业资格证定点培训单位

常年开设&商务办公专业%图形设计专业%

会计入门%实账操作%电算化%财务会计%成本

核算以及考前会计从业资格证培训#并办理大

专本科学历及代理记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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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培养孩子思维力和

自主学习力的数学学校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师
认证培训报名中""

本地唯一高校组织培训#国家认证$ 双休日讲课#讲师

队伍专业稳定#网络资料与面授结合#收费合理$ 培训时间
半年#每年

'

月和
!!

月两次参加国家认证考试 #培训和考
试均在本地$ 取得认证后可参加职业和个人成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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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咨询
婚姻家庭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培训#国

内顶级专家'当前红人(通过各种实战案例

分析视频授课#确保证书与能力同步$ 无忧

心理咨询#关系修复#行为矫正$ 达到内心如

释重负#不再困扰$ 面询网询语音询电话询

均可#尊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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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外国语学校周口分校
河南省最大的辅导机构
提分快&上大山 老牌子&更专业

开设&满分作文!精英数学!语法集训营
中考保分班!名校签约班!高考一对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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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英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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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 !文明路校区 !文明路与人民路交叉口

六一路校区!六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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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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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

学院是一所集普通专科教育%成人

专科教育%远程教育%技术培训为一体的

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地址&周口市

开元大道西段'南校区(#中州大道北段

'北校区(#市内乘坐
"

路公交车直达$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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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0112223456.7389:37;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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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省部级重点技工学校 培养技能人才的摇篮

周口市技工学校#周口市职业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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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专业&数控车工%铣工 %钳工 %焊工 %机电一体化 %

电工电子%汽车驾驶与维修 %农机使用与维修 %计算机等专

业$按照国家政策免收学费#享受
)+++

元助学金
=

学生毕业

后可免费全部安置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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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根据教育部
&

月
!.

日发布的

)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

.

月
/

日起高等学校学历教育学生均须进行新生学

籍%在校生学年及毕'结(业生学历证书的电子

注册$

针对新生# 办法规定高校对报到新生进行

录取%入学资格复查#对复查合格的学生予以学

籍注册#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对放弃入

学资格%保留入学资格%取消入学资格的学生予

以标注$ 按照特殊政策录取的学生应标注其录

取类型$对在校学生#办法要求他们在每学年第

一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完成学年电子注册#这

包括在校生新学年注册'含注册学籍%暂缓注册

等(和上学年学籍变动'含留级%降级%跳级%休

学%复学%转学%转专业%保留学籍等(%学籍记载

'含学业考试情况% 社会实践情况% 奖惩情况

等(%学籍注销'含退学%取消学籍%开除学籍%死

亡等(以及学生取得的其他证书'含肄业证书%

学习证明等(的标注$

办法规定#高校颁发的学历证书'含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应进行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办法强调#高校只能为取得本校学籍并进行

学籍注册的学生颁发并注册一份学历证书$

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表示#办法环环相扣#

既可以使违规招生%学历造假行为无路可逃#又

可以及时掌握高校学生报到%注册情况#为国家

制定年度招生计划和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高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还可以为学

校%学生和社会提供便捷%客观%权威的学籍%学

历信息查询%验证及认证服务#有效保护受教育

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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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

告建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适时研究设立未成

年人专门保护机构%统一管理!协调落实未成

年人保护相关工作(这一建议指出了当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意义重大(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好孩子是全社会

的责任( 为此%我国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的

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
!##!

年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经过
+%%.

年

和
+%!+

年的两次修正%进一步臻于完善+各省

级人大常委会也依法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 其中% 今年
(

月
!

日起实行的修正后的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最为引人瞩目(

近年来%得益于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和

普法教育的推广以及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提

升% 未成年人保护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

识( 在教育,民政,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状况得到不断改

善(比如%教育部门强化了对师德规范的要求%

民政部门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的救助%公安部门

加大了对性侵和拐卖儿童等犯罪的打击%司法

部门从重从快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违法犯罪

的惩罚等等(

毋庸讳言%虽然目前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

上进步显著%但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

当其冲的就是%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政府

机构%在-多龙治水.的情况下%部门之间相互

扯皮,推诿和救助不力的情况时有发生%致使

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难以落到实处+

比如% 对于父母监护失职 /让孩子处于危险

中$,疏于管教/打架,逃学,偷窃$以及长期虐

待孩子等情况% 由于没有政府部门主动介入%

涉事父母一般难以被公诉% 至于承担刑事责

任,暂时或长期剥夺监护资格的处罚%就更是

很少有听闻+

因此% 要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我国政府有必要整合有关部门的职能%成立一

个全新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协调落实未成

年人保护相关工作%从而有效避免未成年人权

益被侵害后难发现,难受理,难获罪的尴尬+

这方面% 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

在健全儿童保护的法律体系和加强执法的同

时%用专门的政府机构强化儿童保护,教育和

福利服务+ 例如%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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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

年%

儿童保护,教育与福利工作由内阁儿童,学校

与家庭部负责%

+%!%

年至今由教育部负责0在

美国%联邦政府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设有儿童与

家庭局%各州级政府则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服

务机构0澳大利亚等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也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与福利机构+我国民政

部门可以借鉴这些已经有成熟运作模式的1他

山之石.% 为我们的孩子搭建起家庭之外的庇

护所+

胡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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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

日'是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

级新生报到的日子'校园内清晰明了的报到

流程'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志愿者热情周到的服务'新生热切而略带新奇的眼神'家长反复叮

嘱的话语'交汇成一幅幅热闹&温馨的画面) 据了解'今年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共招收全日制大专

新生
>'++

余人'五年制&中专等学生
,<++

余人) 于慧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