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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启动
“城乡携手计划”

上海已启动实施义务教育
“城乡学校携手共进计划”，实施
郊区学校精准委托管理，目的是
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
力度，缩小城乡学校办学水平差
距，从而有效破解了择校难题，
让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加
优质和公平的教育。

虹口实验学校托管崇明区
新海学校后，第一步就是想到要
在“精准”上下工夫。根据责任
主体转移机制，两所学校均为责
任主体。精准托管工作接受市
教委、崇明区教育局、虹口区教
育的领导，并接受上海市教育评
估院的绩效评估。作为委托管
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胡培华校
长，每周至新海学校1到2天，
全面参与被托管学校的管理。
作为委托管理的常驻团队，虹口
实验学校的三位老师常驻新海
学校，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崇明区教育局副局长黄乃
华将教育的精准委托管理称作
是“核心技术”的移植与创新。
他说：“崇明共有37所中小学接
受市优质学校的托管，有60%的
中小学受惠于委托管理，近一万
多名学生和两千多名教师直接
获益。从制度到文化、从管理到
研修、从课程到课堂、从学生到
教师，学校的办学品质实现了整
体提升。” 青年报 于诗婕

复旦大学清理
“不达标”通识课程

新学期，复旦大学将根据课
程评估结果和学生评价，决定课
程的去留。有的课程将由必修
课改为选修课，甚至被取消。这
是国内高校首次集中清理与学
校人才培养目标不符的通识教
育核心课程。随之而来的，是学
生可以根据生涯规划选择课程，
甚至申请学校为其“定制”课
程。同时，复旦大学还设置了荣
誉课程体系，通过具有高度挑战
性的课程和科研项目，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

复旦大学将在新学期进行
新一轮课程改革，集中清理一批
不符合人才培养需求的通识教
育核心课程，其中包括一些因人
设课或是质量不达标的课程；对
于新开高质量课程的教师，还将
予以最高可能达数十万元的重
奖。这是记者昨天获悉的消息。

这是国内高校首次集中清
理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不符的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而从课程建
设的投入来看，也是前所未有。
2018年，是复旦大学实施“2020
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的
第一年。按照这一计划，本科学
生入学后，先接受两年通识教育
和基础教育，然后在导师指导下
选择专业方向，自己制订学习计
划。学校希望通过这一“2+X”计
划，在强化基础的同时，给学生
更多选择机会。

据介绍，学校今年还将鼓励
老师开设新的高质量通识课程，
给予每门课程3万元经费支持，
并在绩效考评方面予以更多倾
斜，最高可能获得数十万元奖
励，尤其鼓励老师定期开设小班
讨论课，解决“沉默课堂”等教学
实际问题。 青年报 高彩云

制定计划
寒假一开始孩子们不免会

雄心壮志地说自己每天会完成
多少作业，运动多少时间，看多
久电视，但这些想法只有落实
到纸上，有个严格的计划才能
好好地执行。家长们可以和孩
子们好好沟通，一起制定一个
详细的寒假计划，把计划落实
到每一天。

在短短二十多天寒假中，
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什么时候吃饭，都要做一个详
细的规划。寒假可以略微放松
一下，多睡一会儿，学习的时间
少一点，但不能过于自由散漫，
熬夜通宵、下午起床都是不合
适的。当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完
寒假计划后，就要监督孩子严
格执行，这样不仅能达到寒假
放松的目的，又能自如地在假
期和学习生活中切换。

家庭旅游
寒假正值春节，喜气洋

洋。今年寒假放假时间早，年
后上学时间提前，因此家长们
可以在将家庭旅游安排在节
前，带孩子一起出去游玩。当
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低温状
态时，三亚成为了一个热门的
冬季旅游城市。三亚天气晴
朗 ，气 候 宜 人 ，年 平 均 气 温
25.7°C，让人在冬天也能感受
到阳光的温暖。

厦门也是一个适合旅游的
城市，秀丽清新的城市，空气和

阳光都很好。整洁优美的厦门
大学，骑楼里的茶盏，海鲜与干
净的街道。不怕冷的孩子可以
去吉林看看，体验真正冰天雪地
的冬天。吉林的雾凇仪态万方、
婀娜多姿，可谓吉林的城市名
片。除此之外，杭州、重庆、香港
等城市也各有魅力，都是寒假亲
子出游好去处。

在出游的过程中，家长可以
顺势引导和培养孩子锻炼观察
力，从多角度、多侧面来观察事
物。回家之后，可以让孩子写几
篇游记，既增长了见识，又锻炼
了孩子的阅读写作能力。

假期锻炼
生命在于运动，平日里课

业繁忙没时间锻炼，寒假不失
为一个好时机。寒假锻炼内容
的选择要注意结合自己的爱好
以及运动伙伴的喜好，确定锻
炼的内容要坚持健康第一、可
操作的原则，在练习前要注意
进行相应的专项准备活动，以
预防伤害事故的发生。

孩子们喜欢群聚在一起，如
果只是一个人锻炼，无形之中就
缺乏一种运动氛围，慢慢地也会
因为没有运动伙伴而失去兴
趣。如果孩子年龄较小，那么父
母兄弟姐妹应该是这个“伴”的
首选，特别是父母，他们一方面
是孩子锻炼计划的监督者，另一
方面也是孩子锻炼的指导者。
如果孩子年龄较大，可选同学作
为运动伙伴，因为同学在一起感
觉会默契，而且可以共同交流和

进步。
根据运动项目的不同以及

自己的作息习惯、假期学习计划
合理确定锻炼时间，由于冬天天
气比较寒冷，要尽可能选择室内
运动。另外，确定好了锻炼时
间就要严格按照时间表去执
行，持之以恒。同时要注意安
全，特别是与同学结伴外出时，
要守时守信，让父母放心。

查漏补缺
寒假作业是每个学生都必

须完成的任务，在准时完成了寒
假作业之后，如果学有余力，可
以预习下学期的内容，为新学期
做准备。同时，查漏补缺尤为重
要。每次考试都是对学生课业能
力的一个反映，除了成绩之外，最
重要的应该是对试卷的分析。通
过试卷分析，能够发现孩子在学
习习惯、解题习惯、思维习惯等
方面的问题。

一般来说，分数在60分以
下的成绩，意味着孩子已经有很
多学习问题了，如上课不能专心
听讲、落课、学习兴趣差、不喜
欢 任课老师、缺乏学习目标等，
需要多花一些工夫来补缺了；而
对60——80分的成绩则体现出
孩子的学习不细心、动力不足、
学习效率低、学习方法不灵活
等；而对于80——100分的成绩
则纯粹体现在孩子的粗心大意、
过度自信或对成绩无所谓等学
习习惯养成不够的问题。

当家长真正分析出了原因
后，从方法、目标和动力上来教

育和引导孩子，利用假期来弥补
他们的不足，把孩子的问题纳入
假期学习计划之列，孩子的成绩
会有一个提高。

社会实践
在假期里，家长还要积极引

导孩子关注社会活动，拓展孩子
的视野，带领孩子积极参与一些
义工活动，比如关注贫困家庭、
去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到儿童
福利院慰问联欢、参加社区义工
活动等。在让孩子们参与社会
活动的过程中，家长可以对孩子
进行教育，增强孩子们的爱心、
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

出行安全
出去玩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在外面的时候，一家人不要随意
分开，家长一定要时时刻刻看好
孩子。春节时期景点人气旺，任
孩子一个人乱跑很容易走丢。
可以给孩子配备一部手机，并在
出行前教孩子使用方法，给孩子
灌输一定的安全意识。

旅行前最好购买一些旅
游保险，特别是出境游、自驾
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
社。由于国外交通规则、路况
和国内不一样，不少中国游客
都会因为路况不熟或违规行
驶出车祸，想要自驾游的家长
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如
果在当地选择了租车服务，在
乘车前记录下车牌号和司机
的执照号码，在乘坐过程中看
好随身物品。

私人定制私人定制 乐享寒假生活乐享寒假生活

传统的春节其实有很多风俗

和文化。比如有“二十四，扫房

子”的说法，在我国的绝大部分地

区，都有春节之前，打扫房屋的风

俗习惯。这个时候，就是家长带

着孩子一起做家务，培养孩子责

任意识和动手能力的好时机。比

如可以让孩子把打扫房间、擦窗

户等等家务活，想象成做游戏，家

长可以一起与孩子做家务，比比

谁做得更快更好。这样可以让孩

子明白自己是家庭的重要成员，

也有做家务的义务。

贴春联、窗花：贴春联在春

节时候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做的

时候，那么，如果父母可以让孩

子跟着一起完成这项事情，不仅

有效率，而且还会让孩子加深对

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锻炼孩子

的动手动脑能力，让孩子明白参

加劳作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情。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可以给

孩子讲解春联的来历，为什么都

会选择红色来作为春联的主色，

春联上的字要怎么写，怎么编写

春联才显吉利等。

在置办年货的时候，家长们

可以有意识地让孩子参与其中。

让他们置办他们自己的“年货”，

给他们一定的预算，让他们买自

己想吃的、想玩的，通过这种手

段，可以培养他们的理财能力。

长辈给红包的时候，宝宝们

要双手接过并向长辈们说声“谢

谢”。宝宝们要如果宝宝太小还

不会做，爸爸妈妈可以扶着宝宝

的手，双手接过红包，然后带着

宝宝一起说“谢谢”。太小的孩

子，不知道红包是什么，只要告

诉他别人给他时，要说声谢谢，

然后放进自己口袋或给妈妈。

拜年习俗最早流行于明朝

京都。朝官往来，不管认识与否

都要互拜，百姓则各拜亲友。清

代时兴在春节时送“拜盒”，即将

贺年帖放在精致美观的饰盒里送

给亲友。今日则是走家串户、登

门拜年、互致问候。在过年前带

着孩子自己动手准备一些小礼

物，激发孩子对拜年的兴趣，同时

也训练孩子的动手能力。

无论是在自己家还是亲戚

家，用餐时都要按照长者先，幼者

后的顺序入座。让长辈先动筷，

家长要鼓励孩子给长辈盛饭。不

要为了挑自己喜欢吃的菜而在盘

子里翻来翻去，或者把自己喜欢

的菜摆在自己面前，这会显得很

自私。

青年报 于诗婕

教孩子过春节

寒假是学生们最寒假是学生们最
期待的长假之一期待的长假之一，，随着随着
天气渐寒天气渐寒，，寒假终于到寒假终于到
来了来了。。寒假是个放松寒假是个放松
心情的好机会心情的好机会，，但同时但同时
也不能对学业过于疏也不能对学业过于疏
忽忽。。如何让孩子真正如何让孩子真正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度过一个欢乐祥和、、有有
意义的寒假呢意义的寒假呢？？

青年报青年报 于诗婕于诗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