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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好父母”标准，你达标了吗？

邗江发布
“好父母指南”
，
聚焦家校热点话题
4月11日上午，邗江区新家庭教育 诵家风、演家风、写家风、唱家风等多种

实验“好父母指南”发布会暨“好家风好 展示形式中拉开序幕。
家训好家规”传承行动启动仪式在竹西
活动现场，发放了近两千册新家庭
小学举行。“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 教育实验《好父母指南》手册，家长人手
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家是最小国， 一册，千人诵读《好父母指南》将活动推
国是千万家”，活动在师生、家长同台以 向了高潮。

四大板块——
—

每条都是接地气的“大白话”

记者了解到，邗江区新家庭教育实 性，坚持认为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学校、
验《好父母指南》，由“做最好的自己” 家庭、社会共同协同作用；针对性，聚焦
“与孩子共成长”“家庭是爱的港湾”
“学 新时期家校合作、亲子沟通、家庭教育、
校是家庭联盟”四部分组成，共计40小 祖辈教育等方面的热点话题，提出“爱
条，对新时代好父母做了详细的解说。 要大声说出来”“ 与其喊破嗓子不如做
据介绍，《好父母指南》体现四个特 出样子”
“引导祖辈正确教养孩子，不溺
性：科学性，吸纳了中外教育流派思想、 爱、不袒护、不过度关注”“ 不拿别人的
积极心理学、正派管教等理论，按照“我 孩子作比较”等要求；实操性，每条细则
和我自己”“ 我和孩子”“ 我和家庭”及 都很接地气，大白话，指向性强，可操
“我和学校”的内在逻辑来建构；系统 作。

《

好父母指南 》发布现场

南》后，让我反思自己的做法，父
母都希望孩子每天只学习，不玩
耍，但是，这不符合人性，违反孩
子的天性。在培养孩子自主学习
时，需要做好监督，让孩子说到做
到。当然，家长也要身教重于言
教，正如《指南》说得好，‘ 与其喊
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家长三：“《好父母指南》中提
出，‘能力比成绩更重要，成人比
既要言传更要身教
成才更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能力，而不
采访中，针对《好父母指南》中的 时不善于表达，‘ 爱要大声说出来’，提 只是简单的学习书本知识的能
“条条杠杠”，不少家长表示，想成为好 的太好啦。对待孩子，要经常说些鼓励 力。现在的基础教育，应以孩子立
父母其实也很简单，有时候一句鼓励的 的话，比如‘相信自己，你能行’、‘ 不管 德为本，从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能
话就可能激发孩子的自信，不仅如此， 怎么我们都爱你。’以后，我要多鼓励孩 力入手，再努力提高孩子的文化
作为家长更要从自身的示范中去引导 子说，多提升他的自信心。”
知识。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
孩子，言传身教就是好父母最基本的一
家长二：“ 在培养孩子自我管理能 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的国
条“准则”。
力的时候，要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 家。”
通讯员 沈青芳 记者 王小亮
家长一：
“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平 看到完成任务后去玩的希望。看了《指

家长看法——
—

【教育影像】

亲子共读 《好父母指南 》

《好父母指南》细则（部分）

热爱生命 ，享受生活 ，扮演好生命的
每一个角色 ，过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 。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 都有自己的价
值 ， 悦纳自己 ， 包容他人 ， 努力修炼和完
善自己 。
不随口承诺 ， 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做
到 ，不欺骗他人 。
孩子是一个独立的 、完整的人 ，不是
父母的附属品 ， 更不是父母未完成梦想
的接力者 。
宽容而不纵容 ， 建立规则比说教更
有效 。 和孩子协商 ， 制订并遵守一些规
则 ，温柔而坚定 。
鼓励和肯定是成长必需的雨露和阳
光 ，经常看到孩子的成长进步 ，不拿别人
的孩子作比较 。
与其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 ，身教
重于言教 ，从过马路不闯红灯做起 。

家庭成员之间应相互尊重 、 相互理
解 ，学会肯定 、欣赏和赞美 。
带着孩子感受优秀文化 ， 成为城市
书房 、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馆 、音乐厅等
文化场馆的常客 。
每周召开一次家庭会议 ， 协调制订
家庭规则 ，经常使用致谢 、商量 、拥抱 、娱
乐等方式 ，增进家庭成员的情感 。
亲其师 ，信其道 。家长应积极维护学
校的形象 ，树立教师的威信 。
能力比成绩更重要 ， 成人比成才更
重要 。
鼓励孩子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
活动 ，增强集体荣誉感 ，培养积极向上的
人生态度 。
做好家长义工 ，积极参与学校管理 ，
凝聚教育合力 ，支持学校发展 。

市教育局建议提案办理和
政务督查工作受表彰

建议提案办理满意率100%

剑桥大学
“艇”进新东方

2018 首届中英名校赛艇邀请赛暨深潜大运河中心落成仪式日前在扬举行 。 作为
邀请赛的活动环节之一 ，4月10日 ，英国剑桥大学赛艇队成员走进北京新东方扬州外
国语学校 ，开展 “赛艇进校园 ”活动 。 活动现场 ，中英双方的学生比拼划船基本功 ，参
加中国传统艺术体验课程 ，在交流碰撞中收获友谊 。
谢谦 蒋斯亮 摄

教育部教材局致信感谢扬大附中
高度评价张天若校长在课标修订工作中的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 程绍兰 记者 蒋 高中课程方案和化学课程标准修订工 他还参与了高中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研
斯亮“
） 您始终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
饱 作中所做的贡献。
制与测量等方面的工作。

满的工作热情，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
张天若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感圆满完成修订任务，表现出较高的政 作委员会自2010年3月成立以来，按照 江苏省中青年专家、江苏省“人民教育
治素质和专业水平。在明确高中教育定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重大决 家培养工程”首批培养对象、第三批培
位、优化课程结构、凝练学科核心素养、 策部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养对象指导专家、江苏省级领航名师培
研制学业质量标准、进行核心素养可行 在加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推动课 养基地高中化学项目的首席专家。
性测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证，取 程改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接到教育部发来的感谢信，张天若
得了重要成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工作，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作为国家 表示，将结合扬大附中教育教学改革的
国际视野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作出了 2003版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组核心 实践，为国家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为
积极贡献……”日前，教育部教材局向 成员，国家《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高水平实施素质教育创造实践范例，为
扬大附中及校长张天若发来“感谢信”， （2017版）》审查专家，张天若参加了教 推动全省乃至全国基础教育向更高水
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张天若在普通 育部相关教育文件的制定及审定工作， 平、更高品质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 （ 记者 蒋斯亮 ）4月8日， 务等进行分解；下发了《关于做好
扬州市委市政府召开2018年建议提 2017年度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
案办理和政务督查工作会议。市教育 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对各项工作的
局被表彰为“2017年建议提案办理工 具体要求予以明确。局领导班子定期
作先进单位”和“2017年政务督查工 研究党政督查件和建议提案件办理工
作先进单位”，陈德胜被表彰为“2017 作，明确一位副局长分管，局办公室牵
年政务督查工作先进个人”。
头负责收办、交办、督办等工作。
2017年，扬州市教育局承办市八
党政督查、建议提案往往基于教
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26件（主办 育工作中的不足与问题而提出，市教
15件、协办11件）和市政协七届五次 育局始终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
会议提案56件（主办34件、协办22 态度，办理每一件党政督查件和建议
件），代表、委员见面率100%，代表、委 提案。有些党政督查件、建议提案涉及
员对办理结果满意率100%。2017年 的问题需要多个部门进行研究解决。
市教育局承担市委市政府“两报告两 此类件交办市教育局后，市教育局从
文件”工作20项，所有工作均按序时 不讲条件，敢于担当、主动承办，积极
进度圆满完成，为推进教育强市，加强 发挥了牵头办理的作用。
教育名城建设和“迈上新台阶、建设新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群众利益无
扬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小事。把党政督查和建议提案办好，这
多年来，市教育局高度重视建议 是市教育局在办理中一直秉承的信
提案办理和党政督查工作，切实强化 念，也得到了很好落实，市教育局连续
责任担当，把做好党政督查和建议提 多年被市表彰为办理工作先进单位。
案作为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一项重 市教育局始终踏踏实实地把每项工作
要内容。市教育局根据“五可”原则，将 办细、办实、办到位，既获得上级政府
责任落实到相关处室和个人。年初，市 及部门的“奖碑”，也赢得各级领导和
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分解市委市政府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口碑”。
下达的2017年度重点工作考核目标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就
的通知》，将承担的市委市政府重点工 党政督查和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提出了
作绩效考核目标、市委七届二次全会、 一套可定性、可量化、可考核的工作标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7年 准，这些标准是市教育局在办理工作
工作要点》、市委市政府“民生1号文 中所坚持的“刚性要求”，全部落地生
件”工作任务、《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 根，一一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