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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着与生俱来的童心! 有时

父母不理解! 往往会导致对宝宝的误

会! 让孩子受委屈" 孩子的每一天都

在发生着变化" 作为父母! 越能了解

孩子当前的状态! 就越能使自己的教

育切中要点! 也能使孩子感到被认同

的愉悦"

然而! 孩子们的一些做法! 需要

父母俯低视角细心的体会"

一! 追求完美不是笨

生活镜像"

妈妈叫乔乔把小凳子搬来! 乔乔

走向凳子准备搬! 这时姥姥拿起凳子!

递给乔乔! 乔乔大叫着" #不是这样

的$% 他把凳子放回原来的地方! 再搬

起来$ 姥姥笑到" #这孩子可真笨$%

专家分析"

乔乔不是笨! 而是每个孩子都会

经历的 #完整敏感期$! 即做事情讲

究完整性% 在他们的设想中! 事情应

该是这样办! 一旦他们设想好的东西

被打断! 便不愿接受" 这是他们从初

步建立计划做事的意识! 到掌握较强

的思维能力的一个过渡" 这时家长在

给予必要的指导时! 不妨对孩子的这

种行为宽容一些" 这也有利于培养孩

子做事有始有终的好习惯"

二! 实施破坏不是错

生活镜像"

洲洲常常损坏家里的物品! 撕毁

过爸爸的稿纸 ! 拆散过妈妈的化妆

盒! 自己的玩具也往往被拆得七零八

落$ 于是! 父母对洲洲大声地指责!

试图阻止他这样的行为$

专家分析"

其实! 孩子在玩弄物品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 孩子的智力发

育! 需要不断地信息刺激! 他们四处

探寻各种事物来满足他们的这一需

求" 从成人的角度看! 他是毁坏了一

件物品! 而实际上孩子从中调动了自

己的手& 眼& 耳等感官! 得到了自己

需要的信息" 所以! 父母不可轻易阻

止孩子的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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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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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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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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睿源教育周口学校
'周口唯一分校(

中国优秀青少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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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一站式培训基地!

语数英全科教育专家" 现开设
+

四至七年级郑州名

校龙班&阅读作文班&四大名著

班&唐诗宋词班&华陈数学班&

精品英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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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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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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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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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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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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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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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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助学金
=

学生毕业

后可免费全部安置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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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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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委县政府为了确保教师身体健康&提高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幸福指数&决定从今年起每

年为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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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名在岗%在编及离退休教师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并为每位教师建立了电子健康档

案&深受教师欢迎( 图为部分教师在抽血化验和尿检(

吴西亮 丁泽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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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继坚

据媒体报道!近日广东肇庆网友反映!女

儿领到的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出版的英语课

本里出现了大量广告内容% 媒体经过调查采

访发现! 当地教材中夹带广告的情况确实存

在!

!""

页的教材中足有
2

页广告! 广告纸上

密密麻麻印着各种英语产品的宣传资料!课

本的封底页中也包含了大量宣传信息% 从初

一到初三! 所有的课本中都存在夹带广告的

情况%

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广告! 竟然堂而皇

之地#混进%教材!让人大跌眼镜$ 且不论教材

作为严肃刊物!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权威

载体!更重要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尚未

形成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广告信息缺乏

足够的辨别力!容易受到广告内容的误导$ 事

实上!当前!拿学生教材当#唐僧肉%的现象不

在少数!有的地方在教材采购中以次充好!教

材中差错百出$ 还有的私自提高教材价格!甚

至出现批量采购盗版教材& 价格比正版教材

还贵的乱象$

教育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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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已在 )义务教育

教科书编印规范*中明确规定!教科书内不得

含有广告内容$ 教材乱象仍然屡禁不止!根子

还是相关主管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 权力运

行缺少监管所致$ 从报道中看! 面对媒体质

疑!学校方面将责任推给当地教育局!当地教

育局则语焉不详! 而出版商更是直接挂掉了

电话$ 相关部门和利益方闪烁其词的背后!利

益链条已然清晰可见"一方掌握着学生资源!

一纸指令就能形成#市场%+另一方则急于将

手中的教材变现!实现利益最大化$ 权力和金

钱一旦联手!广告进教材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实!从教材采购&审核&发放的各个环节当

中!只要有一环把住了关口!沾染了#铜臭%的

教材就不可能进入到学生手中$

教材采购并非没有制度规范! 但有了制

度不落实!就等于没有制度$ 在这其中!一些

教育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在利益面前公权私

用&铤而走险!是制度被架空的主要原因$ 因

此!要管住#偷腥的猫%!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

加强监管!管住人&管住权力$ 一方面!对发现

的问题必须严肃查处! 对涉事的单位要一查

到底!对广告进教材的行为要严厉处罚$ 另一

方面!监管部门必须建立#经常走下去%对教

材进行抽检的工作机制! 对未能及时发现问

题的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 应当严格倒查追

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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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

加强中小学教科书管理!规范教科书选用工作!

适应各地教育教学需要!教育部日前印发+中小

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明确!教科

书选用应当坚持适宜性! 符合本地中小学教学

实际-坚持多样化!满足不同地区的需求-坚持

公平&公正!保证选用过程规范&有序%

+办法,规定!中小学教科书选用单位由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并成

立教科书选用委员会! 由课程教材专家& 教研

员&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等组成!一线教师不少于

二分之一!教科书编写人员&出版发行人员不得

进入该委员会%

+办法,规定!学科组先提出初选意见!选用

委员会再投票决定选用结果并网上公示% 教科

书版本选定使用后!应当保持稳定% 小学&初中&

高中每一学科教科书版本一经选定使用! 在学

段周期内!不得中途更换% 出现严重违反选用程

序规定的&课前没有按时到书的&与教育部审定

内容不一致的等情形之一!要重新选用教科书%

+办法,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

定干预教科书选用过程和结果% 教科书选用工

作接受教育纪检监察部门的全程监督! 充分发

挥学生家长& 社会人士对教科书选用的监督作

用% 在教科书选用中出现如.教育行政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违规干预选用过程和结果$&#教科书

选用委员会成员违反选用工作纪律$等情形时!

要视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批评! 并依法对相关责

任人予以处分%

)宗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