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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教孩子识字
暑假中袁不少家长忙于为孩子报班野加油冶遥 尤
其是即将升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袁家长们往往热衷
于拼音班尧识字班遥 但其实袁家长只需在日常生活中
做对这几点袁就能为孩子的小学生活做好准备遥
新教材的编排要求老师不能只在课堂上按部
就班地教学生识字尧写字袁必须帮助孩子挖掘自身
的识字潜力袁 帮助孩子将识字拓展到日常生活中袁
培养学生的主动识字意识遥 对于家长来说袁也可以
在生活中帮助孩子熟悉汉字袁帮助孩子自主尧快乐
地学习袁轻松愉快地过好识字关袁培养孩子自主阅
读的能力袁并从中获得成就感袁从而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遥
首先袁在亲子阅读中识字遥 识字是把外界输入
的文字符号录入大脑袁与脑中已存贮的语音尧语义
相结合袁要让孩子记住这些符号的音形还要加以应
用遥 这对年龄不大的孩子来说很困难遥 大家都知道
家长陪孩子亲子阅读时可以通过指读帮助孩子认
字袁但要注意不要太刻意袁不要变成点读袁这样反而
会让孩子分心袁 只需用手指轻轻滑过字的下方袁帮
助孩子逐渐理解文字与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袁理解
文字是从左往右书写的遥 慢慢地袁一些高频出现的
字词孩子就认识了袁有些还会和你一起读出来遥
在生活实践中识字遥 把识字与直接尧感性的经
验进行对接袁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语文与生活的密
切关系遥 带孩子逛超市时袁家长可以教孩子认货架
上食品和玩具包装的名称曰等公交车时袁带孩子认
站牌上各站的名称曰逛公园时袁让孩子在指示牌前
看看公园的分布图袁认识字噎噎儿童的识字能力在
生活中被充分调动袁积少成多袁孩子也能体会识字
的成就感遥
在操作活动中识字遥 家长可以根据不同的识字
内容设计不同类型的活动袁 既符合儿童的学习心
理袁也符合汉字的学习特点遥 家长可以用硬纸板制
作一些汉字基本笔画袁如野撇冶野捺冶野横冶野竖冶等袁让
孩子自由拼搭遥 一个野撇冶尧一个野捺冶袁就能让孩子区
分野人冶野入冶野八冶遥 再加上野横冶又能变成野大冶袁加竖
又能变成 野个冶遥 孩子在操作活动中就能认识很多
字遥
还可以制作一些常用的声旁和形旁的卡片袁让
孩子玩一玩配对游戏袁了解形声字形旁表义尧声旁
表音的特点袁明确字的间架结构遥 另外还可以通过
多种形式的比赛袁如找字卡尧做游戏尧看画贴词语尧
猜字谜尧 闯迷宫等多种游戏的方式进行高效识字遥
刘湉

大办“升学宴”不可取
眼下高考录取工作已渐入佳境袁 不少家长在孩
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袁 第一件事就是为孩子筹
办野升学宴冶遥这几天袁我陆续接到好几个电话和请柬
吃野升学宴冶的袁其中有公职人员袁不好发请柬袁只能
电话私下邀请遥 酒店是不能去了袁届时化整为零袁到
一些偏僻的野农家院冶分批宴请遥 不是公职人员的就
大摇大摆发请柬袁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遥
这种野升学宴冶不正之风从城市蔓延到了乡村袁
很多农家娃考上大学后也将野升学宴冶移到了城市遥
笔者一位同事农村亲戚的野升学宴冶就非常有派头袁
不仅大摆宴席近 50 桌袁大宴宾客好几百人袁还请来
了乐队袁可谓野高规格冶遥
野升学宴冶之风带来的后果袁是奢侈之风蔓延袁相
互攀比袁浪费现象严重袁同时也苦了普通老百姓袁令
很多家庭苦不堪言遥野升学宴冶每次礼金 200要500 元
不等袁甚至高达数千元袁使很多家庭的支出大增袁野财
政冶吃紧遥一些人感叹说袁以前赴宴只是传统的野婚丧
嫁娶冶袁可眼下已蔓延到乔迁宴尧生日宴尧满月宴尧周
岁宴尧升学宴等等袁五花八门袁令人生畏遥
眼下袁从中央到地方袁各级领导和各部门都在狠
刹大吃大吃之风袁崇尚节约袁各级纪检部门对公职人
员野升学宴冶中出现的野上有政策袁下有对策冶要制定
反制措施袁予以杜绝遥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袁办野升学
宴冶虽然属于个人行为袁但影响很坏袁不利于建设和
谐家庭尧和谐社会遥
汪志

7 月 31 日袁由中国农业大学 10 名大学生组成的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来到泽覃乡东州春蕾
小学袁送给孩子们每人两本食品安全漫画袁讲解了垃圾食品的危害袁如何识别野三无食品冶等遥 这
堂野食品安全冶课让同学们受益匪浅遥 图为大学生同孩子们一起做野污水过滤冶模拟实验遥
陈凌飞 本报记者袁南军摄

水灾自救常识（三）
七尧 洪水来袭时来不及转移
怎么办?
1.向高处转移袁如 在 基础牢
固的房顶搭建临时帐篷曰
2.身处危房时要迅 速 撤离袁
寻找安全坚固处所袁 避免落入

水中曰
3.除非在水可能冲垮建筑物
或水面没过屋顶被迫撤离袁 否则
呆着别动袁等水停止上涨再逃离曰
4.扎制木排等逃生工具袁利用
通讯设施联系救援袁 可利用眼镜

片袁镜子在阳光照射下的反光发曰
5.夜晚利用手电筒及火光发
出求救信号曰
6.当发现救援人员 时 袁应及
时挥动鲜艳的衣物袁 红领巾等物
品袁发出求救信号遥

关于瑞金市城区渣土运输公司化管理的公告
为加强城区渣土运输管
理袁进一步提升城市市容环境袁
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袁 依据
叶瑞金市城区渣土运 输公 司化
管理工作方案曳袁按照 野政 府 统
筹尧部门协作尧齐抓共管冶的原
则袁理顺管理体制袁明确工作职
责袁加大执法力度袁全面推行城
区渣土运输公司化管理袁 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 公司化管理范围及主
要内容
渊一冤范围 院本市规 划 区 范
围内实施渣土运输公司化管
理遥
渊二冤主要 内 容院瑞 金 市 城
区渣土运输公司化管理内容是
指建筑垃圾尧建筑材料尧余土等
渣土运输行为遥
二尧申报审核步骤
渊一冤 申报时间院2019 年 8
月 1 日-8 月 31 日
凡是有意向经营渣土运输
且具备申请条件的公司 渊具体
申请条件见 叶瑞金市渣土公司
核准与退出管理标准曳冤袁 可向
瑞金市城区渣土运输管理领导

遗失
声明

小组办公室渊以下简称野市渣土
办冶冤提交登记申请遥
提交地点院 瑞金市沙子岗
环卫局渊原 104 车队院内冤
提交申请资料院 注册公司
营业执照尧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曳复印件一式三份袁并填写登
记申请表
渊二冤 审核时间院2019 年 9
月 1 日-9 月 30 日
按照 叶瑞金市渣土运输公
司核准与退出管理标准曳 对提
交申请登记的渣土运输公司申
请条件进行审核袁 并对办公场
所尧 停车场和所属运输车辆进
行现场核查袁 对符合条件的核
发叶瑞金市渣土处置渊运输冤资
格证曳和叶瑞金市渣土处置渊运
输冤营运证曳遥 对不符合条件的
不予核发证件袁并告知理由遥
叶瑞金市渣土处置 渊运输冤
资格证曳 和 叶瑞金市渣土处置
渊运输冤营运证曳有效期为一年遥
有效期满前三十日内可向市渣
土办提出申请遥
渊三冤 核准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

1尧 建 立 叶瑞 金 市 渣 土 运 输
公司名录曳袁将获得叶瑞金 市 渣
土处置渊运输冤资格证曳和叶瑞金
市渣土处置渊运输冤营运证曳的
公司进行公示并纳入 叶瑞金市
渣土运输公司名录曳遥
2尧运输公司及所属车辆在取
得叶瑞金市渣土处置渊运输冤资格
证曳和叶瑞金市渣土处置渊运输冤
营运证曳后袁应在车门两侧喷涂
公司名称尧车辆编号袁车顶装有
印有公司名称或标志及车辆编
号的顶灯渊夜间必须确保亮灯冤袁
车身后部喷涂号牌放大字体遥
渊四冤 日常监管院2019 年 10
月 1 日开始
实施正常营运袁规划区范围
内需要运输渣土的建筑公司或
个人袁必须与经渣土办核准的渣
土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协议袁并由
渣土运输公司负责处置渊运输冤遥
严禁未纳入叶瑞金市渣土运输公
司名录曳的公司尧车辆在城区从
事渣土运输经营行为遥
瑞金市城区渣土运输管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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