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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

隐私部位有哪些？
半数小学生回答不准确

我市儿童性教育课程培训正式引入小学课堂，首站走进杨庙小学———

“哪些身体部位被称为隐私部位？如果有陌生人要拥抱你，你会怎么样？如果一个男生

希望自己长大之后做护士，你觉得正常吗？”近日，由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与扬州市疾控

中心、扬州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开展的扬州市儿童性教育课程培训活

动在扬大教科院附属杨庙小学展开，儿童性教育话题也正式引入小学课堂。

公道中学入选全国文明校园
本报讯 （盛传云） 近日，在

首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中，江
苏省2所大学、5所中学、7所小学
入选，公道中学为我市唯一入选
学校。

校园是体现学校精神、学术
和文化的载体之一。据悉，全国
文明校园的评选是根据中央文
明办、教育部《关于申报推荐第
一届全国文明校园有关要求》的
通知，按照自我检查、自愿申报、

逐级推荐、复查审核、社会公示、
择优评选的程序，2017年开始组
织的一场全国性的评比活动。入
选的校园必须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以学生为中心，以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学生文明素
养、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重点。

全国文明校园的评学要求
非常严格，从26万多所大中小学
之中，最终只挑选出495所学校，
作为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单位。

完善课程体系 促学生身心健康

省“生命与健康”学科联盟大型学术研讨会在扬举行

本报讯 （左江洲）2017年12
月21-22日，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作为江苏省普通高中课程基地
学科联盟的牵头学校， 举办以
“深化课程基地建设 加快育人
模式转型”为主题的“生命与健
康”学科联盟大型学术研讨暨年
度总结活动。 江苏省教育厅、江
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扬州大
学、盐城师范学院及江苏省50所
课程基地兄弟学校的近百名领
导、专家及教育同仁汇聚扬州大
学附属中学，分享基地建设发展

中的成功经验。
活动中，10所“生命与健康”

联盟校围绕“基于评价的生命与
健康类课程建设”的主题，通过
学校体育、心理和环境等健康课
程建设，促进学生身心得以健全
发展。

活动中，北京体育学院专家
教授全程参与了学生运动负荷
监测，对测量数据进行了全方面
监测及分析，让各基地校的老师
真实感受到“大数据”技术给体
育教学带来的改变。

即使毕业了也会记住这一天

本报讯 （记者 楚楚） “创
意无限迎新年， 快乐参与助成
长。” 江苏省邗江中学2018年元
旦游艺晚会12月28日在邗江中
学校园举行。作为该校已经坚持
多年的一项经典活动，晚会现场
精彩纷呈。

“今晚的时光非常美好！今
后我毕业了，也永远会记住这一
天。”来自高三（2）班的学生王郦
说。记者了解到，包括高三学子
的全校学生都参加了游艺晚会。
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也回来了，
“在邗中的求学时光是我人生中
最美好的记忆。”昨天，已经毕业
的学生李羽专门赶回来参加晚
会。

活动现场，邗江中学校长袁
昌华专门录制了VCR，通过大屏

幕，他深情回顾了2017年邗江中
学师生历程：西子湖畔，井冈山
下，枫叶之国，学子们游学结合，
探源革命圣地， 体味生命壮大，
领略法式风情；十杰舞台，运动
赛场，国庆晚会积极参与，学子
主动创造，追逐成长梦想；期中
总结，社团活动，对外开放，学子
探讨质疑，展示生成，尽扬青春
风采。绿茵场上，顽强拼搏铸就
辉煌，捧回市长杯，荣获省长杯。
该校获得第八届全国中学生领
导力展示会优秀学校一等奖。11
月，学校被全国一千多所高校评
为“江苏省最受欢迎高中”。

“一个人相信什么，他未来
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才能看见
什么，才能成为什么。你所相信
的，就是你的命运。”

灵感来源于生活期待研究改变生活

“通过实地调查、街边采访、问卷调查、网络查询、新闻
查阅、小组讨论等方式，我们认为，主要责任方有三个：政
府、企业、市民。”成员臧芃源说出了他们眼中问题出现的原
因， 同时他和小伙伴们也尝试性地提出了解决办法，“我们
建议各大投放企业共同建立基于现代技术的科学停放场
所，城市管理部门划定共享自行车专用停车区域，另外应强
制安装制约器械便于投放企业集中管理车辆等等。”

这其中，4名孩子所提出的“积分奖惩机制”令评审团的
专家们眼前一亮。“开发积分奖惩软件并捆绑共享单车APP
以及支付宝， 乱停放扣除一定积分， 规范停放奖励一定积
分。”朱雨轩说，这个灵感来源于生活，“现在无论是线上还
是线下，很多企业都有积分系统，因此，我们就想到了诚信
也可以来进行积分。”

虽然获得了最高奖项，也被评为“中国少科院小院士”，
但这四名小学生一致认为， 该课题研究的脚步并未停止，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企业能听到我们的声音，采取一些有
效的措施，让共享单车既能提供方便，也能讲究秩序。”

记者 楚楚

用“双脚”回答生活中的常见问题

在今年的市“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都提出了关于规范、 加强共享单车管理的建议和提
案。江都区实验小学的朱允泽、朱雨轩、臧芃源、许一
诺四名五年级学生和代表委员们想到了一处去。他
们利用课余时间对共享单车停放问题进行调查，并
尝试性地提出了“解决办法”。2017年12月31日，第十
三届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课题研究论文答辩活
动在北京举行，他们合作完成的小课题荣获一等奖。

“共享单车一方面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另
一方面又因其产生的种种乱象极大的影响了人们的
正常生活。” 课题组成员之一的朱允泽告诉记者 ，
“我们只是想尝试解决一个生活中普遍存在却被大
多数人忽视的问题， 希望能给有关方面解决这个问
题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从江都商城到火车站广场，再到东区华润苏果，
再到世纪天成公交站台， 在最终形成报告中记者发
现，这四名小学生的足迹遍布了江都城区。指导老师
孙有材告诉记者， 国庆节后， 学生启动了该项小课
题， 前期实地调查就花了两周的时间，“这份调研报
告之所以能够收到专家评委的高度肯定， 也是因为
孩子们进行了扎实的调查， 每一个数据都是他们亲
自采集来的。”

面对院士专家胸有成竹沉稳应答

据悉，本届“小院士”课题研究论文答辩活动由中国少
年科学院主办， 共有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直辖市
的2000余名中小学优秀学生参加。由百余名专家、院士、教
授、研究员等担任评审团。

“现场答辩环节虽然只有10分钟，但十分紧张激烈。第
一轮是专家问答环节，每位答辩选手面对多位专家，首先阐
述自己的研究过程及成果， 再由专家评委针对他们的研究
提出问题。”课题组成员朱雨轩回忆说，“我们课题中，建议
强制使用公用自行车制约器械，已达到规范停车的目的，有
个专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提了很多问题。”

第二轮科学素养检测环节， 主要是针对研究的课题进
行卷面测试。“有一道题是说调查中遇到哪些困难， 如何解
决？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被拒’，在调查过程中，我们
确实被采访对象拒绝了很多次， 但为了得到更具体的数字
和情况，我们没有放弃。”

“在现场答辩环节的尾声，有一位评委和我说，公共自
行车乱停放也是他自己非常苦恼的问题， 希望我们一直坚
持下去。”朱雨轩告诉记者，这位评委的话对自己是一种很

大的鼓励。

拥有便捷、经济、健康、环保等特点
的共享单车，在给大家带来方便的同
时，也因为数量过剩、乱停占道影响交
通和市容为人所诟病。我市江都区实验
小学的4名五年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对
共享单车停放问题进行调查，并尝试提
出了“解决办法”。在最近举行的第十三
届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课题研究
论文答辩活动中，他们的课题论文受到
专家评委的一致肯定，一举斩获最高奖
项一等奖，并由此获得“中国少科院小
院士”荣誉称号。

从全国2000余名优秀中小学生中脱颖而出———

破题共享单车乱象
这四名小学生当选“小院士”

速读小院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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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统一引导
家长摆正心态
我市相关教育专家认为，对

于性教育知识， 越回避可能越会
引发孩子的好奇心。 在性方面，中
国家长甚至是老师都会存在“难以
启齿”的心态。其实，家长老师们应
该坦然面对，正确引导，这样才能
让孩子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

在性教育方面， 很多学校传
授的还是很古老的生理知识，不
太适合这个时代孩子的需要。如
今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也很方

便， 如果家长和老师不能正确的
引导， 很可能让孩子们被不良的
信息所影响，误入歧途。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出台并推

广合适规范的性教育教材， 同时，
家长和老师们也应该摆正心态，提
高对性教育的重视程度，为孩子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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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农村儿童性教育几乎空白

近日，在扬大教科院附属杨庙小学，
扬大教科院的六名研究生正分别给六年
级三个班的学生进行青春期性教育。课
程时长为一节课，主要围绕性生理知识、
性安全知识和性别平等知识三个主题展
开。

该活动负责人、扬大教科院讲师吕行
告诉记者， 课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
约一半的孩子不清楚男生女生的隐私部
位包括哪些，“比如大多数男孩子不认为
屁股是隐私部位， 而通过故事化的讲解
后，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大提高。”

授课者之一、扬大教科院研究生李
雯介绍，性教育内容范围很广，包括性别
意识、性安全以及性别平等。”

“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
奔波，老一辈知识文化水平有限，导致性
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扬大教科院附属
杨庙小学副校长杨雪告诉记者， 开展这
样一个课程，非常的及时和必要。

难点
既要准确又要适于孩子接受

如何为不同年龄层次儿童提供适合
其年龄段、符合其文化特点，同时在科学
意义上又准确无误的性知识， 更重要的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们觉得这是顺
其自然，而不是“难以启齿”？

吕行告诉记者， 这次课程培训针对
六年级学生，团队在课程设计中，首先是
青春期性知识以生动形象的动画片展
现，减轻了学生的好奇感、羞涩感；身体
语言及动手小活动等环节让学生认识了
自身的隐私部位， 并辨识出什么是外界
侵犯和骚扰，告诉孩子学会自我保护。

“孩子正确认识自己才能更好保护
自己。”在讲课结束后，杨雪告诉记者，此
次培训除了传统的青春期性知识， 还加
入了更多的性文化观念， 帮助儿童更好
地理解自己的性别及优势， 建立起应有
的自信和正确的目标； 培养孩子与同龄
人相处自然而健康的态度， 构建健康的
人格。 记者 楚楚

现存乱象

○人行道、公交站台、商场门口等
公共区域随意停放，占据城市空间，影
响市容和正常交通秩序；

○损坏、 废弃的共享单车得不到
及时处理，浪费资源，影响市容。

原因分析

○企业为抢占市场，无序投放，且
后续维护管理不及时；

○新生事物， 处于政府监管的空
白， 相应的管理政策及基础配套设施
跟不上共享单车的发展速度；

○市民的素养和意识亟待提高，且
没有相应约束，乱放、破坏几乎零成本。

解决对策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由政
府出面协调各大投放企业， 共同建立
基于现代技术的科学停放场所。

○划定专门停车区域。 由城市管
理部门划定共享自行车专用停车区域。

○加强文明信息提示。 可以在共
享单车车体上设立提醒标牌， 宣传规
范停车要求，提醒骑行者规范停放。

○建立积分奖惩机制。 依靠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定位， 开发积分奖惩软
件并捆绑共享单车APP以及支付宝。

○强制安装制约器械。 在共享单
车相对集中的区域加装制约器械，既
能提醒市民规范停车， 又便于投放企
业集中管理。

○强化素质教育。 加大文明用车
的宣传教育， 帮助市民牢固树立文明
用车的意识。

我市中学组获省一等奖

省青少年网络信息安全知识竞赛举行

本报讯 （扬教萱） 1月6-7
日，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委
网信办、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
经信委、 江苏省通管局主办，江
苏省教育信息化中心（江苏省电
化教育馆）承办的第二届江苏省
青少年网络信息安全知识竞赛
落下帷幕。我市中学组获省一等
奖第一名， 小学组获省二等奖，
市教育局荣获本次活动的优秀
组织奖。

来自全省26支代表队参加
了现场决赛，比赛分为小学组和
中学组两个类别，经过紧张激烈

的比拼，扬州市中学组获省一等
奖第一名，扬州市小学组获省二
等奖，扬州市教育局荣获本次活
动的优秀组织奖。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网络
信息安全科普宣传教育活动，在
青少年中全面普及网络信息安
全知识。在首届比赛中我市就已
斩获大奖， 本届比赛延续荣耀，
充分体现了我市青少年学生的
网络信息素养。今后，我市将进
一步提高青少年对网络信息安
全的重视程度，点燃青少年学习
网络信息安全知识的热情。

斩
获
大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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