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问分数难倒家长
最近，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室

负责人边素珍的朋友圈接到一个家长的咨
询：“家里是女娃，我对她成绩其实没什么
要求，过得去，及格就好。但是过年走亲戚
时，他们老要问到孩子成绩，我该怎么回答
才不会伤到孩子？”

还有一个家长在微信群里问：“孩子
期末考试没考好，我知道他在知识点的
掌握上过关了，但是这次考试不理想。

我不知道怎么对待，是不是该装糊涂
呢？”

“我儿子很敏感，有一颗‘玻璃心’。前
两天，我无意中跟老师说起他的分数，他就
生气了，说再也不理我了。因为他在班上
考得不算好，所以他觉得我在揭她的短。
走亲戚时，亲戚朋友问起，我直说的话，她
肯定又要闹脾气了。”彤彤妈说起这个问
题，也有点烦恼。

边素珍收到这些咨询后，在意料之
中，还稍稍有点欣慰：“从这些咨询可以
看出，现在很多家长不再是‘分数控’，他
们更关注自己的态度、言行对孩子的影
响。”

知道期末考试成绩后，跟孩子说什么，
才能起到积极的效果？当亲戚朋友问起，
又该怎么回答？这确实是一件考验家长情
商的事情。

边素珍表示，不管孩子考得好考得差，家
长都应该理性对待，帮助孩子做好心理调适。

如果孩子考得好，自然是皆大欢喜。
家长可以给孩子适当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
励，但要注意避免掉进两个“坑”：一是过度
奖励，这会让孩子的学习目的发生偏差；二
是过度夸耀，这会让孩子产生骄傲自满的
情绪。正所谓“学无止境”，家长在鼓励的
同时，也应该提醒孩子不要沾沾自喜，引导
孩子发现自己的提升空间，帮助孩子取得
更大的进步。

如果孩子考得不好，家长更要淡定。
对孩子来说，这是一次挫折。这时孩子最
需要的是家长的理解、接纳和帮助。要是
家长一味地否定孩子，不分青红皂白地训
斥、责骂，只能让孩子失去上进心和学习积
极性。每个孩子都是有差异的，他们有各自
的长处，也有各自的短板。家长应该全面评
价孩子，不仅看考试成绩，也要看孩子平时的
表现，不好的方面固然要指出，好的方面更要
称赞和鼓励，使孩子增强自信心，获得继续前
进的动力。

注重做好心理调适

春节期间，许多家长会带着孩子走亲

访友。然而，一部分“唯分数论”的市民，

见面便问孩子的分数，让那些注重素质教

育的家长感到无措。如何回应，已经成为

考验家长的难题。

边素珍说，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家长
要遵循一个前提，那就是保护孩子的学习
积极性和自尊心。具体怎么回应，面对外
人和面对孩子，自然有所区别。

如果孩子没考好，当外人询问孩子的
成绩时，家长可以打打擦边球：“孩子上某
年级啦，懂事多啦，成绩不错。”然后朝孩子
微笑。不管孩子成绩怎样，得到的是肯定

和鼓励，对其健康成长是有益的，因为家长
给的是正能量。

有些家长完全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在
外人面前随意批评孩子，这是不妥当
的。边素珍也接触过类似的例子。她
说：“有些家长在别人面前夸了孩子几句
之后，总会冒出一个‘但是’，然后就开始
讲孩子不好的地方。要是家长能够反着

做，把‘但是’后面的内容换成表扬的话，
多夸孩子的闪光点，效果肯定会好很
多。”

如果在家里，面对孩子，那就不能装糊
涂了。边素珍说，期末考试成绩不是很理
想的话，家长要和老师、孩子好好沟通一
下，搞清楚哪些地方存在不足，找出原因和
对策，帮助孩子成长。

场合不同回答不同

过年走亲戚被问孩子成绩，如何回应？
记者王莉

近日，一份《咸宁温泉、
咸安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拟
更名方案（征求意见稿）》引
起社会各界关注：目前的校
名都耳熟能详，为什么要更
名？1月20日，带着市民的
关注，记者采访了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

市教育局副局长李祖习表示：这次更改校名，只是推进教育改革系
列措施的一个方面。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市全面推进市区一体化
发展，这种发展是优质发展、均衡发展。

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城镇化发展非常迅速，仅温泉城区每年都是以
小学一年级新增1000人的规模递增，那样的话，城区每年必须新建两

所小学，否则根本解决不了城市发展、人口发展的需要。应教育的
需求、老百姓的需求，今年市政府的十件实事中，涉及到新增两所
小学和一所幼儿园。

李祖习说，促进城区教育的均衡发展，遏制择校热，首先要对
师资配备、办学条件等方面进行改善，这其中包括我们的联合办
学、更改校名等一系列措施。

更改校名是第一步，现在也是更名的最好时机，到城市发展到
50万、100万人口了，再来改名，那就真难实施。今后我们城区新建
学校，全都会用数字来命名。

下一步，教育部门将进一步推进办学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力求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使城区的学校教育
均衡发展，质量提高，力争在2020年消除大班额、超大班额。再
通过一段时间努力，实现标准化办学，真正使每一所学校成为优
质学校，让每一个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都放心、满意，真正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

均衡发展任重道远3

1月20日，记者就城区学校更名问题
采访了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袁震解释：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推进城区义务教育一体化，实现学校之间
均衡发展，体现教育公平，城区学校更名势
在必行。

早在几年前，就有政协委员提出这样
的议案：城区部分学校校名名不副实。如
红旗路中学，该学校所处路段既不叫红旗
路，该学校所处社区也不叫红旗社区。为

此，该委员提出学校更名的提案。
同时，市区还存在一些村级命名的

学校，如郭林路、岔路口、红泉村、泉塘
村、黄畈村等小学，一个城区有市级小
学、区级小学、村级小学，不伦不类，且
择校现象严重。

更名不仅仅是因为部分校名的不规
范，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袁震透露：统一
校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
要，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根据市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学校更

名后，除了几所实验性质的学校，其他的所
有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将由咸安区教育局
管理。那样的话，城区所有学校都是一样
的级别，没有市直学校与村级学校之别，教
育均衡发展，不仅体现了教育公平，而且还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择校热”。

袁震透露，部分村级学校，如咸安区
泉塘小学更名为咸宁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南校区，去年教育局已经派驻实验外国
语学校本校区的老师前去交流，统一教
学安排，师资力量与办学条件均与实验

外校一样。2017年 9月开学，该校招生
人数将从以往的 400 余人跃至 1500 余
人。同时，岔路口中学通过改造升级后，
变成九年一贯制学校，作为市实验小学
分校实行联盟办学，该校规模将达到
2000人左右。

“统一规范校名的目的，是实现教育资
源的均衡发展和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学校
没有好坏之分，也不存在级别之分。办学条
件改善了，师资配齐了，教学质量提高了，自
然就有人去读了。”袁震说。

2 学校更名势在必行

“你的母校改名了吗？”连日来，一则微信在朋友圈里疯传，内容涉及
咸宁温泉、咸安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拟更名的方案。

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拟更名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中，涉及温泉中心城
区、咸安永安城区35所中小学校，其中，有26所学校的校名拟更名。

据了解，为了形成知名品牌，市直和咸安区保留部分知名品牌学
校，如鄂南高级中学、咸宁高级中学、温泉中学、咸宁实验外国语
学校、市实验小学等学校。

其他的小学、初中原则用数字命名，其中，温泉城区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用单数来命名，如咸安区郭林路小学拟更名为
咸宁市第一小学；咸安区城区学校用双号，如咸安区西门小学
拟更名为咸宁市第二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取名为咸宁XX
学校，不用数字，如咸安区实验中小学拟更名为咸宁市咸安区
实验学校。

该意见稿还显示：城区今后新建学校一律用数字命名编号。
如果市民有更好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市教育局反映。

对此，市民有不同意见：一部分市民，特别是出租车司机抱怨：
好端端地改名，会增加他们载客认路的难度。然而，大部分市民表
示：出租车认路难是短期内存在的问题，时间久了，人们自然就记
住了。我们城区有很多村级命名的学校，这样不规范。用数字命
名校名，让教育更加规范，也让城市有大城市的感觉。

1 学校更名引发热议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将更名
记者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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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亿年后地球什么样？
2.5亿年后地球什么样？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不过，科学家们已经替你想过了。
澳大利亚柯廷大学研究人员说，他们从全球岩

石中收集地质学线索，根据“内向性理论”,利用计算
机模拟后发现，到那时，地球上的海洋将消失，一块
超级大陆“Amasia”将形成。

英国《太阳报》报道说，早在几年前就有科学家
提出了这一“超级大陆”说。参与当时研究的罗斯·
米切尔说，Amasia的出现只是一个推论，但其背后
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超级大陆的形成应该分几步完
成，首先就是美洲“融合”在一起，接着向北移动，在
这一过程中，北冰洋和加勒比海会逐渐消失。最后，
美洲将在北极附近与欧洲和亚洲大陆“碰面”。澳大
利亚也会向北移动，最终与印度接壤。

内置“灭火器”的锂电池问世
还在为电池因过热爆炸而担心吗？美国研究人

员新设计出一款内置灭火材料的锂电池，能在电池
过热时及时灭火。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16日在美国《科学进展》
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他们将阻燃剂磷酸三苯酯用
外壳包裹放进电池电解液中。当电池温度达到150
摄氏度时，阻燃剂外壳融化，释放出磷酸三苯酯。经
测试，电池着火后能在0.4秒内被扑灭。

锂电池广泛应用于手机等电子设备，可能因为
突发摩擦、内部或外部温度过高发生自燃爆炸。美
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016年2月发布警告，将锂
电池列为易燃易爆物，要求货机将锂电池与其他易
燃易爆物隔离存放。

先前有研究人员将磷酸三苯酯不加外壳直接放
入电池内部，但阻燃效果欠佳。

谁说婴儿没记住母语？
被跨国收养的宝宝长大后还能记得住打在娘胎

里就天天听到的母语吗？韩国研究人员发现，这些
孩子即使忘光了母语，但重新学起来还是比其他人
学得好。

汉阳大学研究人员选取29名自小被德语家庭
收养的韩裔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另选29名从未接触
过韩语的德国成年人为对照组，培训他们学习韩语
发音，特别是与德语发音迥异的辅音发音。

这些韩裔成年人被收养时部分年龄不足半岁，
尚不会说话，其他人则刚过一岁半，已经开始学说
话。他们进入德国后没有再接触过韩语。

研究人员在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杂志上发
表文章说，两组对象接受培训前韩语水平相当，但培
训后被收养者的表现明显超过其他德国人。而这些
被收养者不管2岁前是否会说韩语，培训后韩语水
平没有差异。

先前研究显示，人打在娘胎里就开始学习语言，
这一经历为此后母语听说能力打下基础。汉阳大学
研究则首次揭示，人类在出生第一年即婴儿时期获
得的语言知识是抽象的，且与是否会说话没有关
系。他们即使后来忘掉母语，仍保留这种能力，重新
学习母语时仍有优势。

最新研究显示

特大地震多发生在平直断层
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最新研究说，特大地

震可能与断层弯曲程度相关，8.5 级及以上特
大地震多发生在断层上较平直的部分，而断层
上的弯曲部分不太可能发生这类强度的大地
震。

美国俄勒冈大学与法国尼斯－索菲娅·安蒂波
利斯大学研究人员报告说，长期以来，地震学界一直
认为特大地震总是发生在聚合速度快、形成时间较
短的地壳构造板块交界处，但2004年印度尼西亚和
2011年日本的两次特大地震表明这一理论并不成
立。此后，特大地震被认为可能发生在任何大型断
层上。而最新研究发现，特大地震可能与断层弯曲
程度存在紧密关联。

研究人员在分析全球大型俯冲板块的倾角变
化后发现：特大地震常发生在断层倾角最正常或者
说平直的地方。例如，1700年北美特大地震就发生
在较平直的卡斯凯迪亚断层上，这一断层如果完全
破裂，破裂的断层段长度可达1000公里。研究人员
解释说，弯曲断层的破裂阈值不均匀，一些部分不易
破裂，所以破裂距离受限；相比之下，平直断层的破
裂阈值更为均匀，能够允许较大区域的断层破裂同
时发生。他们认为，特大地震与断层弯曲程度相关
的可能性超过99％。

潜水神器数秒内下潜近百米
对于潜水爱好者来说，下潜速度快些再快些、水

下观测时间长些再长些就好了。这一梦想也许很快
就能变成现实。

荷兰一家公司推出一款名为“奥尔特加潜艇”的
个人潜艇，号称是“世界上最快、最安全、功能最齐全
的可潜小艇”。它可搭载两三名潜水员，借助两个电
动引擎，数秒内下潜94.5米。潜艇水下航速最快可
达每小时20.4千米。此外，潜艇还有250升的储存
空间，可用于携带后备氧气，大大延长潜水时间。

根据英国建筑和设计网络杂志“德津”的报道，
这家公司已经制造出两艘原型，实测结果显示，两艘
潜艇能像电动小船一样在水面上航行，既快又稳。
按下潜水按钮，潜艇开始下潜。由于潜艇顶部敞开，
因此潜水员必须在入水前穿戴好潜水装置。潜至水
体底部，潜艇轻松停泊，就像在路边停车一样。公司
说，这种个人潜艇适用于生物学家、水下考古专家、
特种部队和潜水爱好者。 （本报综合）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管达军报道：
“我成绩一般，进校后是《通山一中报》的
‘激情阅读’，‘激情作文’等栏目，吸引了我
读报写作，明确了学习目标，2016年以525
分高考成绩，进入湖北中医药大学深造，我
决心在大学认真研读专业知识，毕业后回报
社会，回报母亲通山一中”，春节假期回家后
方曦同学对编教师道出了上述一段心声。

通山一中为了学生的成长和学校办学
质量不断提高，自2001年创办《通山一中
报》以来，该校历任校长，重视文化兴校，文

化育人，尽管学校搬迁条件艰苦，还设法拨
出专款办校报，将《通山一中报》免费提供
给学业生阅读，还寄送县内各中学和县委县
政府领导以及外地有联系的兄弟学校，并为
投稿者发放稿酬。学校4名业余编辑为办
好校报不辞劳苦，认真开设好“名师导航，学
子风采、校友信箱、班主任絮语、组长论坛、
考场佳作、特长展示”等栏目。该报的宗旨
用崇高的情操熏陶学子，用活泼的形式吸引
读者，用优秀的作品鼓舞师生。

17年来，《通山一中报》出版了125期，

先后刊载师生和校友等作品2500余篇，其
中2014年学生陈金凤三篇习作入选中语
会创新写作实验教材，2007年，学生程颖
的《汉语的自白书》，命中当年高考作文题

“母语”，2003年在湖北专业报记者协会、
校报、文学社报刊阅评活动中荣获一等
奖。同年《咸宁日报》以“《通山一中报》荣
获全国中小学最佳校报特等奖”为题予以
报道。近年《通山一中报》还不断走入名家
视野，荣获全国校园报刊评比一等奖，一中
文学社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学社团。

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减轻学生作

业负担

倡导开放性作业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刘騉报道：时

值假期，为了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让孩子们
过一个快乐的春节，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
向全体教师发出“关于减轻学生寒假作业
负担”的倡导，提倡教师布置开放性作业。

建议中，希望老师适当布置常规作
业，特别是对作文的篇数进行了限制。
建议老师布置作业时要注重学生实践
能力、阅读能力、自主能力、动手能力的
培养，减少机械性抄写作业，让孩子在
假期内能够从玩中学，从学中玩。

创新校园文化 激发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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