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升学季，市交通实验幼儿园园长潘蕾总会接到不少家长咨询：孩子要上小学了，拼音、写字、数学要

不要提前学？怎样让孩子更好适应小学生活？……

9日，市交通实验幼儿园邀请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陈红梅博士和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陈丹老师，举办

主题为“快乐成长，扬帆启航”的“幼小衔接”专题讲座，让家长对“幼小衔接”有了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有的

放矢地为孩子顺利进入小学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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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样让孩子更好适应小学生活
呢？”家长们问。

“未雨绸缪，合理帮助。”陈红梅认为
要做好四方面的准备。第一，心理准备。
激发孩子对小学生活的美好向往，培养孩
子爱老师、爱学校的情感，培养和发展孩
子的意志品质。

第二，知识经验的准备。让孩子理
解小学的生活，如怎样安排课间十分钟；
让孩子知道小学生的角色要求，如按时
到校、听课、完成作业；让孩子熟悉学科
知识的学习过程，如怎样预习—听课—
复习—作业；让孩子知道一些自我保护
的安全常识。

第三，学习习惯和能力上的准备。养
成善于思考的习惯；鼓励孩子发表独立的
见解；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和习惯；培养孩
子的时间概念，知道珍惜时间；让孩子学会
专心听课；注意帮助孩子养成正确的书写
姿势和执笔方法；爱护和整理学习用品。

第四，物资准备。良好的学习环境，
给孩子一个专门学习的空间；必备的学习

用品，注意适用和安全的原则，铅笔盒切记
不能太复杂，以免变成孩子上课的玩具。

陈丹老师还建议，一是增强仪式感。
名字的仪式感，家长在孩子六岁生日时，告
诉他，他将成为一名小学生，会有学籍卡、
学生证，父母在除家以外的场合会叫他的
大名。叫大名是对他的尊重，更是认可和
期许。通过入学仪式，让孩子从心里庄严
起来。

二是给孩子多一些陪伴。孩子写作
业时，陪在旁边，纠正孩子不规范的坐姿，
提醒孩子写作业不能发呆或不专心。当
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后，才可以放手。

“入学前，最重要的不是学会了拼音、
会认几个字、会加减法，而是培养孩子良
好的作息习惯、生活自理能力、学习能力、
交际能力等。”两位专家一致认为。

教育热点

如何顺利实现幼小教育衔接▲3

当日，陈红梅博士说，幼小衔接是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重要转折期，孩
子进入小学后出现不适应是正常现象，这
是因为入学引起了孩子生活的巨大变化。
在小学，学习生活的性质、社会角色、人际
关系、学校环境等都变化了。

幼儿园教学注重动静结合，小学则以
教授知识和技能为主；幼儿园主要是培养
孩子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小
学是系统学习并以考试来测评学习情况；
幼儿园几乎没有作业，小学不仅有作业，而
且还要预习复习功课……

幼儿园学习内容形式多样：集体教学
活动、生活活动、游戏活动，整个氛围轻松、
愉快，时间也相对宽裕；而小学的教学形式
是，每天6—7节课，每节课40分钟，孩子会
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上课睡觉、小动作等行

为。
陈红梅说，进入小学要经历三个时期，

每个时期的表现各不相同。
第一个时期是兴奋期。孩子入学前心

情激动，兴奋得睡不着觉，充满自豪感，都
有当个好学生的愿望。

第二个时期是厌倦期。新鲜感逐渐消
失，加上学校生活有纪律受到了约束，生活
上又紧张，学习知识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
有一部分学生感到负担重而不想上学。

第三个时期是适应期。适应能力强的
孩子，或者学校与家庭教育跟得上，开学半
个月后，孩子就能较快地适应并喜爱学校
生活。

“最迟一个学期，学生必须完全适应小
学生活。这就需要家长正确引导孩子，培
养孩子生活习惯、学习能力等。”陈红梅称。

幼儿园、小学教育有哪些区别▲1

讲座现场，很多家长对“要不要上幼小
衔接班，提前学习拼音、数学”产生疑惑。
陈红梅表示，目前，市场上幼小衔接班质量
参差不齐，一旦没有选好，会适得其反，从
而不利于孩子心理健康发展，有碍于孩子
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扼杀孩子的学习兴
趣和热情，牺牲孩子全面发展的机会。

陈丹老师说，有些家长在孩子入学前很
焦虑，担心孩子没有学习拼音，入学后跟不
上，便提前报一些拼音班，或者数学班，这种
行为错误地把幼小衔接理解为知识衔接。

“不能否认，具有一定拼音、识字基础
的孩子确实适应起来更快些，在班级学习
中表现得也更自信。但问题也不少。”陈丹
称，现在的知识更新非常快，老师经常会遇
到孩子拼音和生字书写错误或者读音不准

确，而且不好纠正的问题。究其原因，就是
上小学前学的。

陈丹表示，家长完全不用担心孩子跟不
上进度。老师的教学进度都是按照教学大
纲来的，不会因为有人提前学习了就加快教
学进度。同时，教育专家们也关注到了幼升
小时孩子不适应的问题，并已进行了课改。
以前是一入学就学拼音，再学汉字；现在是
先识汉字，再学拼音。孩子们有了阅读的语
感后，再学习拼音，就会简单得多。家长们
也要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

专家们表示，上衔接班只能让孩子暂
时领先，等到二三年级时优势就不在了。
有的甚至更糟糕，提前学了个一知半解，结
果上课的时候没有兴趣听课了。这样就得
不偿失。

幼升小衔接班要不要上▲2

幼升小，如何更好衔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高洁 阮涛

实小的六月，繁花似锦，绿荫成海，我
们的脸上挂满笑容，我们的心中充满热情，
我们的校园飘荡着欢乐的笑声。

六月的实小，盛满收获，充满希冀。我
们将在这激情澎湃的六月，创造出美丽无
限、激动人心的一刻！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彩色的诗篇；
让我们以艺术的名义，诠释咸宁实小

的教育情怀。
用琴弦拨动金色的旋律，歌唱美好的

年华；
用歌喉放飞绿色的颂歌，抒发心中的

情怀；
用画笔展开蓝色的遐想，描绘美好的

梦幻；
用舞姿摆动多彩的衣裙，赞美激情的

六月。
6月1日上午，咸宁市实验小学第十八

届美育节隆重举行。学校秉持“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的活动宗旨，以增强学生身体素
质，加强精神文明教育为目的，通过活动展
现青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
风貌。

开幕式在学生齐诵的《诗经·小雅·鹿
鸣》中拉开帷幕，十几名束发立冠、身着汉
服的学生吟诵着“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
有嘉宾，鼓瑟吹笙……”在古琴的伴奏下吟
诵篇章，充满智慧的文字，充满童稚的声

音，迅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来自校
京剧艺术团、校合唱队、教师和学生们一同
为开幕式献上了京剧、舞蹈、合唱、巴乌演
奏等多种形式的精彩演出，呈现出本届美
育节多元化、精致化的特点。为现场观众
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优美高雅的艺术盛
宴。

扎根传统文化，培养美德少年。实小
以本届美育节为契机，为加强学校德育工
作，规范学校教育管理，激励学生全面发
展，对充分发挥榜样作用的学生和班级，在
开幕仪式上进行隆重表彰，共计表彰十佳
少先队员10名、美德少年26名、优秀学生
干部87名、十星学生77名、优秀学生家长

77名、十星班级6个。
精彩纷呈的开幕式表演让人大饱眼

福，凸显美育节特色的游园活动、主题专场
同样各放异彩、点亮秀场。有传承校园文
化的歌舞、器乐、朗诵表演；有颇有创意的
作品爱心拍卖活动；有充满智慧之光的科
技体育拓展；有喜闻乐见的淘宝乐——跳
蚤市场；还有最受欢迎的趣味游园。

多年来，学校一直关注和致力于推动
学校美育发展，力求在给予学生关于“美”
的艺术熏陶的同时，更进一步帮助学生追
求“美”的突破和创新。作为一项传统艺术
活动，每一届的美育节都能很好地陶冶学
生的艺术修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为校园
精神文明建设锦上添花。

花开新时代 畅想新未来
刘安平 朱曲波

交给学生一把金钥匙
——走进咸宁市实验小学

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走进福利院献爱心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咸宁市直属

机关幼儿园携手共青团深邦跆拳道团支部走进福
利院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

“爷爷好、奶奶好!”孩子们一声声清脆的问候
声，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在公益活动现场，机关幼
儿园的小朋友们和志愿者们给老人们表演了精彩
的跆拳道舞蹈，并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给孤寡老人
们带去了温暖。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和留守儿
童一起开心地聊天、玩耍，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深刻理解了尊老敬老
的意义。”工作人员介绍。据悉，本次爱心公益活动
共有28名机关幼儿园幼儿、2名青年教师志愿者，
以及深邦跆拳道10余名青年志愿者参加。

桂花镇柏墩小学

举办“六一”庆祝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吴剑、章凤报道：5月 31日

上午，咸安区柏墩中心小学全体学生穿着洁白的
校服，迈着整齐的步伐，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
容，在学校的操场上，隆重举行了以“多彩乐园，
欢乐童年”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暨国学经典
诵读活动。

此次演出，不仅让每一个孩子感受了快乐、体
验了成功，并且为学校、老师和家长之间架起了
一座情感沟通的桥梁，让彼此关系更加融洽、沟
通更加顺畅、理解更加透彻。同时也展示了该校
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和全体教师蓬勃向上的精神
风貌。

路口镇白羊小学

让雷锋精神根植校园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员徐功频、舒全林

报道：6月1日，崇阳县路口镇白羊小学举行庆祝
“六一”儿童节暨雷锋塑像落成揭幕仪式。雷锋塑
像的落成标志着该校德育工作向前推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同时，雷锋精神也在该校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据悉，雷锋塑像高3.3米，用钢筋水泥雕塑而
成，系崇阳县路口镇白羊村民间雕刻大师舒宇阳历
时一个月，耗资近万元，义务为母校雕刻。

近年来，该校围绕进行全面素质教育工程，始
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接班人。通过此次雕塑雷锋塑像，旨在兴起学校开
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有力推动学校思想道德教
育建设。教育学生向雷锋同志学习，争做雷锋式的
好少年。激励学生们从小立志，努力学习，刻苦钻
研，学好本领，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市关工委

情暖官桥镇贫困学生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马小青报道：“谢谢爷

爷妈妈、叔叔阿姨来看我，还给我们学校带来了这
么多的体育用品，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你们的
希望。”5月30日上午，嘉鱼县官桥镇舒桥小学四年
级学生邵宇面对前来看望他的爱心人士，热泪盈眶
地说。

这是咸宁市关工委执行主任刘彦其率领6名市
县有关领导冒雨到嘉鱼县官桥镇舒桥中学开展“爱
心汇聚力量，真情共筑希望”活动主题捐赠仪式时
涌现的一个感人镜头。

据了解，不久前，咸宁市关工委执行主任刘彦
其在得知嘉鱼县官桥镇4所中小学的20名学生，
因家庭困难而存在生活费用等方面的短缺问题
后，便与该镇中心学校联系结对帮扶，联合嘉鱼县
关工委领导一起开展“爱心汇聚力量，真情共筑希
望”的主题捐赠活动，为该镇贫困学生和学校送去
温暖。

双鹤桥社区

传承最美家风 争做美德少年
本报讯 通讯员姚珊红报道：5月31日，咸安

区温泉办事处双鹤桥社区借“六一”儿童节契机，联
合市工商管理局、团市委、市邮政管理局、市物资协
会、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市九小等单位，在市第九小
学校园内开展了“传承最美家风，争做美德少年”活
动，宣传优良的家风家规。

社区邀请了湖北纵横教育集团高级讲师、知名
青年励志演说家冯天一老师，举行主题为《传承最
美家风》德育讲座。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如果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体谅父母，有一颗感恩的心，自觉努力地学
习，是家庭之福、社会之幸。”冯老师的演讲如涓涓
细流、滋润心灵，点燃了孩子们心灵深处的火花。

该不该放手让孩子玩极限运动
年仅5岁的儿童平衡车“小选手”范芃

泽，3年内获得18个冠军的消息近日引起
了媒体关注。这种全身穿戴护具、需要较
强体力的比赛项目，是否适合低龄儿童？
类似的儿童“极限运动”，对孩子成长到底
有哪些利弊？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
家。

儿童参与专业运动 需科学指导循序
渐进

平衡车起源于德国，其外表虽然与自
行车相似，但没有踏脚板、刹车、辅助轮等，
需要小朋友跨上座位后，通过双脚接触地
面交替滑行前进，其比赛项目有竞速及海
豚跳、金鸡独立等花式特技动作，主要针对
2到6周岁的儿童。近年来，儿童平衡车项
目在我国及欧美、东亚等地迅速发展，备受
家长和孩子们欢迎。

记者注意到，参与该项运动时小朋友
需要带上头盔、护肘、护膝等，在正式比赛
上还需要穿上专业比赛服，可谓“全副武
装”。难道该项运动具有较强危险性？

“孩子接触这项运动后，非常喜欢，运
动天性也得到释放。”成都家长汪龙华说，
无论从事哪项运动，安全都是首位的，在参
与滑旱冰、滑板等速度类项目时，为孩子穿
戴护具是一种必然保护方式，“平衡车一般

都是在平地上进行每圈50米左右的竞速
赛，受伤一般高发在转弯时摔倒之类。”

“接诊患者中，没有发现过多参与平衡
车、滑旱冰等运动的低龄儿童。”四川省骨
科医院运动医学科专家何栩说，医院接诊
的6岁前低龄儿童运动损伤病例极少，但
受身体发育特点影响，儿童膝关节、髋关节
等比较脆弱，类似蛙跳等刺激较大的运动
较为不合适他们。她同时提醒，儿童参与
专业运动前后的肌腱伸展、放松运动也非
常必要，有助于预防髋腱炎、胫骨结节骨软
骨炎等运动损伤，“总体还是要把握循序渐
进的问题，并在科学运动的指导下，把握好
量和度。”

注重平衡发展 让孩子成为游戏的
“主人”

近来，带着孩子“走出去”参与旱冰、攀
岩等户外运动，很受家长们欢迎，孩子也乐
此不疲。对于儿童能否参与“极限运动”，
家长们又该如何把握好量和度？《四川教
育》杂志副主编李益众说，如果医学证实对
孩子没有危害的情况下，儿童活动的选择
问题其实应该由孩子自己决定，成年人应
该尊重孩子，让孩子成为活动和游戏的主
人。

“父母要做的不是以危险为理由阻止

孩子玩耍，而是要在玩耍过程中帮助孩子
避开危险因素，同时要教给孩子规避危险
的方法和诀窍。”他说，参与运动类比赛不
仅能提升孩子的运动能力，还能培养他们
良好的心理素质。“父母需调整好心态和方
法，既鼓励孩子力求上进、永争第一，又要
破除功利和焦虑心态，不要通过孩子的荣
誉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比赛与否，由孩
子决定；名次如何，淡然处之。成绩好，激
励孩子鼓起自信心；成绩不好，帮助孩子正

确认识失败。”
成都大学教育学博士田涛则认为，在

鼓励运动、挑战“极限”的同时，也应重视孩
子的平衡发展。“从孩子发展的视角看，在
儿童阶段，孩子的发展既有累积性又有抑
制性。”他说，只专注某一方面的发展，会对
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学
前阶段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五大
领域的发展具有协同性，不应只重视某一
方面。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