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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实习生 瞿立政 刘言

7 月 19 日，看着入园半个月的儿子
果果拿到了一张小奖状，并且对上幼儿
园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市民刘女士十
分高兴。考虑到身边亲戚朋友常说的“九
月哭潮”，7月初，趁着幼儿园还没有放暑
假，刘女士将儿子果果送到了幼儿园，跟
班学习了半个月，希望儿子能适应即将
到来的幼儿园生活。

大祥区小博士幼教中心有着十余年
幼教经验的幼师肖涓表示，刘女士的做
法值得借鉴。有目的地让幼儿提前熟悉
幼儿园的环境，有助于幼儿更好地融入
幼儿园，减轻开学后的“分离焦虑”。

提前准备缓解“分离焦虑”

每年秋季，总有一些新入园的幼儿
因为不适应新的环境，而产生心理压力、
陌生感，甚至恐惧感。

肖涓表示，幼儿入园前都是和家人
在一起，早已习惯了家庭的环境和氛围。
进入幼儿园，突然要和老师以及陌生的
小朋友相处，在陌生的环境里自己吃饭、
喝水、睡午觉，这种变化对于幼儿来说是
非常巨大的，因此出现哭闹等现象也是
正常的。

肖涓说，要缓解幼儿的“分离焦虑”，
就必须提前模拟幼儿园生活情境和生活
习惯进行练习，让幼儿入园前后的生活
较好地衔接起来。幼儿也就有了足够的
精气神去适应幼儿园的新生活，自然就

可以缓解，甚至避免出现“分离焦虑”。

让幼儿从心理上接受幼儿园

“即便是成年人突然到一个陌生的
环境中，也会出现不适应，更不要说幼
儿。而幼儿出现‘分离焦虑’说到底还是
幼儿在心理上对于幼儿园的不接受，因
此，要缓解‘分离焦虑’，还是要从心理上
入手，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幼儿
园。”肖涓说，家长可以经常带孩子到准
备就读的幼儿园附近转一转，入园去参
观、玩耍，让孩子感觉幼儿园是一个美
丽、好玩、快乐的地方。如果有条件，可以
让孩子提前去幼儿园上几次亲子课，甚
至像刘女士一样，让幼儿提前入园适应。
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孩子提前熟悉幼儿
园环境，增加与老师、其他幼儿的熟悉程
度和亲近感，正式入园后就会更快地适
应幼儿园的生活。

同时，在入园前的一个月时间里，家
长还可以和孩子们共同畅想一下入园后
的生活，共同阅读一些故事，如《小鸭鸭
去上学》《魔法亲亲》《一口袋的吻》等，让
孩子先做好分离准备。

“在我们身边，经常有一些家长会用
‘再不听话就送你去幼儿园’这样的话来
吓唬孩子，这是十分错误的。”肖涓说，家
长这样的话，很容易让孩子对幼儿园产
生十分不好的印象，甚至从心理上疏远
幼儿园，认为那是个犯错误才去的地方，
如此一来，会明显加重幼儿入园初期的

“分离焦虑”。

培养与幼儿园相匹配的生活习惯

“进入幼儿园后，幼儿的生活作息都
有明确的时间安排，如果这个时间表与
幼儿在家期间的生活习惯不同，就会加
重幼儿的‘分离焦虑’。”肖涓说。

对于幼儿来说，除了要在入园前学
会自己吃饭、自己倒水喝等基本技能之
外，大小便也要养成一定的规律。尽管入
园后会有专门的生活老师负责照顾幼儿
的生活，但幼儿往往由于不好意思、不会
擦屁股、害怕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形
成在园期间憋大小便的习惯，不利于幼
儿的身体健康。因此，在入园前的一个月
时间里，家长要有针对性地训练孩子自
己脱裤子、自己擦屁股等技能。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午
睡。入园之前的幼儿往往是困了才睡，而
在幼儿园每天中午都有固定的时间午
睡，所以，家长们要提前和幼儿园联系，
明确幼儿园的作息安排，然后尝试在家
里根据幼儿园的作息时间来逐渐调整孩
子的作息习惯。

“在幼儿面临‘分离焦虑’的同时，一
些家长往往也出现了‘分离焦虑’。而家
长的种种表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幼
儿，从而加重幼儿的‘分离焦虑’。”肖涓
提醒广大家长，在帮助孩子适应幼儿园
的过程中，家长更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轻松、愉快地和孩子们谈论关于幼儿园
的话题，避免将自己的紧张情绪传递给
孩子，从而让孩子能更快地走出“入园焦
虑期”，开启幼儿园的美好生活。

秋季入园，准备工作从现在开始！
——一位幼教“老兵”的忠告

7 月 15 日，在南京举行的第
三届魅力童星 SHOW 全国少儿
主持表演大赛中，童星小主持
邵阳分校 13 名学生组成的邵阳
参赛队喜获佳绩：由指导老师
姚凯婷指导、学生何闽湘表演

的《绣红旗》《是谁支撑了中华
民族的脊梁》两个节目喜夺金
奖，其余12 名学生的表演获得3
个银奖、2个铜奖、7个优秀奖。

（通讯员 董辉）

全国少儿主持表演大赛邵阳队喜获佳绩

日前，“希望工程·安踏茁壮
成长”公益项目物资发放仪式在
隆回县鸭田镇石鼓小学举行。该
校265名学生领到了由安踏集团

捐赠的运动鞋和运动装，总价值
达10万余元。

（通讯员 胡富元 王洪勇 卢
至逵）

隆回县石鼓小学265名学生获安踏集团捐赠

受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的邀请，7月13日，
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余有贵教授率
领食品博士团队前往湘窖酒业共商共建“生态酿
酒产业学院”的筹备事宜。余教授领衔的生态酿酒
科研团队，通过与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开展项
目合作，短短三年使得湘窖酒业优质基酒率从
30%提高到50%，出酒率从35%提高到43%；累计
新增利税1.99亿元，节支总额2.36亿元。在此次筹
备会议中，双方一致看好生态酿酒产业学院的发
展前景，认为这必将对学校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
才的培养以及公司技术进步、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带来双赢的局面。（通讯员 周喜 陈浩）

邵阳学院食品博士团队

与湘窖酒业共商共建产业学院

6月下旬，我市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预防学生溺水工
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市、
区）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积极预防”的工作要求，成
立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领导
小组，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
研究部署防溺水工作，分析研判
防溺水工作形势；定期开展防溺
水工作检查，加强防溺水宣传教
育，强化重点水域的排查与管
理，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落
实暑期值班值守制度，切实保障
全市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邵阳日报7月24日讯）
暑假里，学生们有了更多

的自由时间，可以去他们之前
没时间去的地方，做他们之前
没时间做的事情，兼具娱乐与
消暑功能的游泳正是其中的一
项，这也让夏季成为了学生溺
水的高发期。据我市教育行政
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溺亡已
成为我市学生非正常死亡的

“头号杀手”。追根溯源，安全教
育力度有待加强、学生本身的
自控力较差、缺乏必要的安全
避险能力、当事人家庭思想麻
痹大意、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
等都是青少年溺亡的原因。要
扭转这一现状，切实做好学生
防溺水工作，保障全市学生的
生命安全，就必须把好教育关、
防护关、监管关，形成防溺水的
强大合力。

首先要进一步提升学生的
安全防范意识，抓好教育关。“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
虽然可嘉，但这种行为却是十分
鲁莽且不负责任的。对于中小学
生来说，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还没
有形成，“珍爱生命”在他们的心
中往往只是一句口号。这就需要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建立健全、
落实相应的安全教育工作制度，
并根据时令特点和实际情况，有
针对性地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同
时，打通家庭与学校间的“最后
一公里”，健全完善并进一步落
实家校定期沟通机制，加强家校
互动，强化家长的“安全第一责
任”意识，督促引导其切实承担
好作为家长应承担的监护责任
和教育责任，让安全意识深入学

生头脑中，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其次要努力构建安全的学

生活动环境，建好防护关。俗话
说，谋事在人。在学生安全教育
无法达到让每一名学生形成较
好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避险
能力的同时，就需要全社会去
帮助学生们尽力去构建一个相
对安全的环境。当然，我们无法
为每条河流装上防护网，更无
法为每座水塘安装防护栏，但
根据不同情况设立安全警示标
志，张贴防溺水宣传标语却并
非难事，对于其他如建筑工地
上形成的水塘等非天然水域加
强管控，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只要相关部门切实担负起各自
的职责，相信学生私自下河下
塘的行为会得到明显的遏制。

第三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
的力量，把好监管关。安全教育
的效果有好有差，防护工作也
无法实现全覆盖，这时监管的
作用就得以凸显。监管的主体，
不但包括相关职能部门，更涵
盖全社会。学校的老师不可能
将所有学生的行动全都掌握，
家长也有可能一时疏忽没有看
住奔向河流的孩子，但就在孩
子即将下水野泳时，也许路人
不经意间的一句劝阻就可以挽
救一条鲜活的生命。因此，我们
要在全社会努力营造“人人献
出一点爱”的和谐氛围，让预防
学生溺水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让对学生私自下水的监管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不过，要形
成这样的共识并非一日之功，
但只要加大宣传力度，努力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加
上相关部门的积极行动，“河长
巡河、村长寻村、联防联控”的
示范带动作用，社会共识的形
成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然，预防学生溺水工作
永远是“堵不如疏”，让学生形成
敬畏生命的意识，拥有必备的避
险意识和避险能力，掌握游泳等
基本技能，远比防护、监管的效
果要好。相信随着教育质量的不
断提升、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
教育条件的不断完善，这些“疏
策”一定能够一一实现。

狠抓“三关”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
李 超

为在秋季学期消除学校超大班额，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
公平，市资江学校积极组织、全盘谋划，并于7月25日邀请家长
代表对目前该校二三年级的扩班分班进行抽签。为确保公平公
正，该校还邀请了市教育局机关纪委、家长委员会纪检员及市教
育行风监督员到场进行监督。图为家长代表正在核对抽签后的
名单。 邵阳日报记者 徐一雄 李超 摄影报道

7月14日晚，大祥区第
一实验幼儿园、大祥区小博
士幼教中心在楚雄大剧院
联袂举行 2018 年“感恩成
长、放飞梦想”毕业典礼。
精彩的文艺节目、深情的师
生相拥、励志的毕业宣誓，
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毕业
礼物。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实习生 黄风 瞿立政 摄影
报道

图为毕业幼儿正在表演奥尔夫音乐舞蹈《我的中国梦》。

图为毕
业幼儿正在
诵读《论语》。

教育短波教育短波

教育随笔教育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