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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七年级-存存：我同事
孩子一年级，我都觉得比我
丫头那时候更痛苦。她陪孩
子读书，数学据说很难。我
随口说应该是后面几个难
题，未必所有孩子都要会，她
说是家庭作业

一年级-阳阳妈：现在
的孩子确实一年比一年苦的
感觉

七 年 级 天 爸 ：@ 七 年
级-存存 那个是幼小衔接
没有做好，和许多小升初衔
接没有做好的一个道理

七年级-存存：那个题
听听不像奥数，几何题，我感
觉丫头那时没这么难

一年级-阳阳妈：我们

家数学基本没什么作业，老
师每天摘两道课外习题截
图，让家长给孩子看看，或者
自己找题目练习

七年级-存存：现在要
求感觉更难了，说是现在就
刷题课外练习了，我说一年
级太小没必要

一年级-阳阳妈：教辅
我也买了，平时不做，只在周
末挑一点点巩固下，因为老
师不布置笔头的

七年级天爸：几何题其实
是培养孩子的空间想象能力的

七年级-存存：感觉早
了一点

一年级-阳阳妈：有时
间不如多阅读了

一年级数学就学几何题
时间：上周 出处：晚报教育小学群

本报讯 近日，常州大学
法学院研究生普法小分队来
到洛阳初中，开展“大手拉小
手”普法宣传活动，受到师生
们的欢迎。

现场，大学生们利用多
媒体，图文并茂，以案说法，
结合洛初学子学习、成长的
实际情况对相关法律知识进
行解读，并通过别出心裁的
游戏问答环节，调动了同学
们的参与积极性。普法内容
涵盖宪法基本知识、未成年
人保护法、九年义务教育法
等与青少年成长息息相关的
法律内容，通过寓教于乐的
方式，增强了学生们的法律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课后，大学生表示愿意
长期到洛初来开展此类活
动，既帮助孩子们增强法治
观念，又可以增加自己的实
践机会。洛初校长陆卫刚认
为，这种专业人士零距离普
法形式，增强了普法活动的
实效性，可以常态化实行。

据悉，在今年 3 月，区检
察院、常大法学院和洛阳初
中正式结成校园法制教育共
建单位。一年来，三方分别
代表司法界、法学界和教育
界，利用各自资源，定期开展
形式多样的校园法制宣传活
动，在实践中积累新经验，探
索新思路。

（翟丽群 杨曌 图文报道）

洛阳初中

大学生志愿者“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 日前，泰山小学第7
届“金手指节”落幕。本届“金手
指节”历时一个月。

在“金手指秀一秀——巧手
篇”中，低年级的“布艺沙包秀”、
中年级的“个性贴画秀”、高年级
的“废旧牛仔改造秀”，一件件生
动精美的作品，秀出了同学们的
无穷智慧；在“金手指比一比——

自理篇”中，一年级“叠班服”、二
三年级“三角插”、四五年级“魔
法鞋盒变变变”和六年级“飞叠
杯”比赛，让同学们走进生活，挖
掘“平凡”物件中的“不平凡”；在

“金手指——美食篇”，学生了解
美食的文化内涵；在“金手指动
一动——校级篇”的直线赛车、
魔方、电脑制作比赛的舞台上，

学生突破自我，学习书本以外的
知识。

据了解，多年的课程探索和
积淀中，泰山小学确立了“动手
动脑 发展思维”的课程核心要
义，实现了从创意手工特色项目
向“金手指”校本特色课程的跨
越。

（徐丽丽 邹益）

泰山小学 多彩活动点亮学生“金手指”

将影视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常州家长和老师“点赞”

呼唤更多孩子喜闻乐见的好片

教育引导很重要，
影视作品质量更需把关

在晚报教育家长群，参与讨
论的家长认为，影视教育是一方
面 ，但 更 亟 需 优 秀 的 影 视 作
品。“宸妈四年级”表示，如今
的动画片乏善可陈，对标自己童
年看的国产动画片，如《九色鹿》

《大闹天宫》《雪孩子》，差距明
显。“现在的影片更注重市场价
值，能踏踏实实写个好故事的不
多了。”“七年级天爸”认为，虽然
文化市场对未成年人的重视多
了、投入多了、用心多了，但更要
与时俱进，才会有孩子们喜闻乐
见的好片子。

“小心-高三”家女儿兴趣广
泛，钢琴、国画等都有涉猎，并且
坚持了十余年。在他看来，不健
康的影视作品对未成年人的负
面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不可不
防。“而防御的最好办法就是从
小培养多方面的兴趣爱好。”

《意见》也提出，中国儿童少
年电影学会要加强对儿童电影
创作指导，指导支持影视制片机
构拍摄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优秀电影。全国中小学生
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要做
好优秀影片的评选、推荐和促进
发行等工作。

不 过 ，也 有 家 长 持 保 留 意
见。“源宝～五年级”提到，尽管

《意见》中写到许多建议，但是，
目前来看付诸实行的可能性不

是很高。“不说其他，单就‘观影
后利用班会时间开展班组评议，
让教师在点拨环节将影片内容
和现实需要联系起来，实现影视
教育与日常班级管理、个别辅导
的融合’这一点来看，就有点难
为老师了。”

女娃有九年观影龄，
经常和妈妈讨论心得

“源宝～五年级”一般一周
就带女儿看一次新片，如今孩子
已有九年的观影龄。“小时候源
宝常常坐我身上看我写影评，现
在大了，从电影中看到了很多有
意义的东西，会和我讨论。”她
说，提高孩子的鉴赏能力，她就
会自觉抵制那些低俗的影片。

“三岁爱看的喜羊羊、塞尔号，五
岁再让她看，就拒绝了。”如今，
科幻类、悬疑类、军事类影片成
了源宝喜爱的题材。

讨论中，“源宝～五年级”也
分享了她引导孩子观影的心得。

“影视教育和阅读一样，家长必须
把好关。血腥的杀戮绝大多数孩
子接受不了；纯英文的对话孩子
看不懂情节；沉闷的话题孩子不
能够理解⋯⋯如果大人喜欢，那
就自己看，不要因为孩子身高没
满 130cm 不需要门票就强行带
孩子去看，结果往往得不偿失。”

她说，走进影院之前，对孩
子的胆量先做个预估，有的孩子
年龄小，第一次走进影院会被黑
暗的氛围吓住，从此产生不适或

者胆怯感，那就等孩子长大些
再去，并且选择色彩艳丽一点
的动画片，有助于提高孩子的
兴趣。观影结束后，可以对幼
小的孩子提一些简单的问题：
你喜欢谁，为什么？如果满分
十 分 ，你 给 这 部 电 影 打 几 分 ？
对中高年级的孩子，可以结合
电影谈生活。

电影是综合艺术，
与阅读、写作息息相关

徐凤英是觅渡教育集团影
视鉴赏校本课程的老师。课程
开设一年来，受到了学生的欢
迎。谈及对《意见》的看法，她表
示，中小学生很需要影视教育引
导。“如今的影视作品良莠不齐，
如果不加引导，孩子观影就只是
浮于表面看看热闹，缺乏深层思
考，欣赏能力无法得到提高。”她
说，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有其
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通过多
角度欣赏，可以打开孩子阅读、
写作的视角。

徐凤英给孩子挑选影片的
标准是：经典、有影响力、适合儿
童观看，且得过奥斯卡等多项业
界大奖的。每每观看完影片，她
都会引导孩子对影片的主题、人
物、画面等进行分析，讨论观后
感，制作电影画报。在她看来，
要想加强影视教育，老师首先得
学会欣赏，才能正确引导学生，
而学生也需要有固定的时间观
看，且不造成学业负担。 杨曌

教育部教育部、、中宣部日前发布中宣部日前发布
《《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
的指导意见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意意
见见》），》），要求把影视教育作为要求把影视教育作为
中小学德育中小学德育、、美育等工作的美育等工作的
重要内容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纳入学校教育教
学计划学计划，，使观看优秀影片成使观看优秀影片成
为每名中小学生的必修内为每名中小学生的必修内
容容，，保障每名中小学生每学保障每名中小学生每学
期至少免费观看两次优秀期至少免费观看两次优秀
影片影片。。力争用力争用 33 到到 55 年时年时
间间，，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基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基
本普及本普及，，形式多样形式多样、、资源丰资源丰
富富、、常态开展的中小学影视常态开展的中小学影视
教育工作机制基本建立教育工作机制基本建立。。

常州家长和老师如何常州家长和老师如何
看待这份看待这份《《意见意见》？》？记者采记者采
访 了 部 分 小 学 家 长 和 教访 了 部 分 小 学 家 长 和 教
师师，，多数受访者表示支持多数受访者表示支持：：
孩子迫切需要影视鉴赏能孩子迫切需要影视鉴赏能
力的培养和提高力的培养和提高。。

，晚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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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