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不愿戴口罩怎么办钥
父母要以身作则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表示袁 有的家长
反映孩子不愿意戴口罩袁 其实孩子不愿意戴口罩的
原因有很多遥 对于大一点的孩子袁可以讲故事或者是
讲道理的方法袁 直接告诉孩子为什么现阶段要戴口
罩袁如果不戴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遥 作为父母一
定要以身作则袁孩子要戴口罩袁您自己也要把口罩戴
好遥

王荃介绍袁 其实儿童佩戴口罩和摘取口罩的方
式和成人是一致的袁需要提醒各位家长的是袁因为儿
童的脸形相对比较小袁尤其是低龄的儿童袁所以我们
格外强调袁家长一定要买适合您孩子的袁买儿童专用
的一次性口罩袁千万不要用大人的口罩代替袁因为这
样实现不了好的防控作用遥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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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袁 省教育厅印发
叶江西省中小学 2020 年寒假及
春季学期延期开学期间线上教
育教学实施方案曳袁 要求各地组
织开展好延期开学期间线上教
育教学工作遥

从 2 月 10 日起袁 江西统一
安排中小学生在线上课遥课程安
排依据教育部颁发的叶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曳和叶普通高中课程方
案曳规定的课程和课时袁保障广
大中小学生在延期开学期间停
课不停学遥

叶方案曳在充分考虑做到有
效保护学生视力尧 保障信号传
输尧收看效果袁保证覆盖全部学
生的基础上袁明确了线上学习方
式及线上课程尧 课时安排等内
容袁对线上课程质量尧教学教材
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遥

学习途径方便多样

有线电视尧网络电视尧野赣教
云冶同时播出遥

延期开学期间袁全省中小学
生可通过广电网络有线电视尧江
西 IPTV渊中国电信冤尧中国移动
互联网电视在电视机上收看遥经
与广电尧中国电信尧中国移动协
调袁已落实 30 个频道资源遥也可
通过野赣教云冶平台在电脑尧手机
和平板上学习遥

具体收看频道请持续关注
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和江西教
育网袁将第一时间发布遥

教学内容丰富多彩

学科教育尧健康教育尧红色
教育同步进行遥

线上课程分为学科学习尧专
题教育尧艺体活动三个板块遥

小学阶段课程全部开齐曰初

中除综合实践活动尧信息技术两
门课程外袁 其余课程全部开设曰
高中除综合实践活动尧 信息技
术尧通用技术三门课程外袁其余
课程全部开设遥

此外袁音乐尧美术课程以欣
赏内容为主袁体育课程以居家身
体锻炼为主袁并增加了健康教育
和红色文化专题课程遥

健康教育包括防疫知识尧心
理健康等内袁做到学习防疫两不
误曰红色文化主要利用我省丰富
的红色教育资源对学生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遥

课时安排遵循年龄特点遥 针
对不同学段学生年龄特点分层
设置袁小学一尧二年级每周安排
5 天尧三至六年级每周安排 6 天
学习时间袁每天学科学习时间均
为 90 分钟曰初中尧高中每周安排
6 天学习时间袁每天学科学习时
间均为 105 分钟遥

线上课程精雕细琢

优秀教师集体备课袁教研部
门层层把关遥

精心选拔省级特级教师尧省
市级学科带头人和设区市以上
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作为相
关学科线上授课教师遥每堂线上
课程采取网络集体备课袁省市教
研部门指导审核袁保障高质量完
成线上课程遥

课本不用担心啦浴 考虑到学
生家长到校取教材袁容易造成人
员聚集不利于防疫袁全省中小学
暂停课本发放遥春季学期各学科
教材和各学科文字作业本电子
版袁将于 2 月 6 日前上传至野赣
教云冶袁供学生下载使用遥

目前袁野赣教云冶平台所有功
能已全面开通遥不同年级学生可
登录收看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和

音乐艺术欣赏等内容遥
附院
线上教学时间
1.小学一尧二年级院周一至周

五袁上午 9:00-11:30袁下午 2:30-
3:55曰

2.小学三至六年级院周一至
周六袁上午 9:00-11:30袁下午 2:
30-3:55曰

3.初中一尧二年级院周一至周
六袁上午 9:00-11:40袁下午 2:30-
4:45曰

4.高中一尧二年级院周一至周
六袁上午 9:00-12:00袁下午 2:30-
4:45遥

朱圆君

辅导孩子作业袁何以成为家
长之痛钥为什么不能把作业交给
家长辅导批改钥作业怎么就成了
亲子关系野杀手冶钥 家长能否容忍
不完美的作业钥缓解作业焦虑的
关键何在噎噎针对这一系列社
会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袁北京市
十二中校长李有毅尧重庆师范大
学教授赵石屏为我们一一解答遥

野数学博士也未必了解 6 岁
儿童的思维特点遥 冶调查显示袁在
辅导孩子作业时袁小学低年级家
长一直是焦虑的野重灾区冶遥 赵石
屏认为袁对于 6 岁的孩子袁学习
一个符号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困
难的事袁并不是成人想得那么容
易遥但家长由于缺少专业的儿童
心理学尧 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常
识袁所以就可能会对孩子提出非
专业的要求遥 因此袁从这个角度
来说袁家长辅导尧批改孩子作业袁
是不合适的遥

但是反过来袁这个问题也与
教师对作业的认识有关系遥 冶作

业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遥 冶在赵
石屏看来袁 关键是练习的效度遥
但目前袁孩子的作业包含了很多
不必要的练习袁这就给学生及家
长造成了很多负担遥

李有毅也认为袁教师布置的
作业必须要适度袁而且要有较强
的针对性遥 教师要既要了解学生
的整体情况袁另外也要了解个体
情况遥 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
样袁因此布置作业也应当有一定
的层次区分遥 另外袁教师在自己
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就应当帮助
学生去答疑袁 而不是去依赖家
长遥

家长该怎样缓解自己在辅
导作业时的焦虑情绪呢钥

首先袁家长要能容忍孩子作
业的不完美遥有些家长怕孩子自
己做的作业袁尤其是手工作业不
完美袁就包办代替了袁就容易造
成焦虑遥 那么袁学校就必须明确
地告诉家长袁作业必须是孩子亲
自完成的袁可以是不完美的遥 而

且应该让家长看到袁孩子是在一
点点靠自己成长的遥

其次袁要降低整个家庭和儿
童的情绪参与遥 野大脑活动内容
越复杂袁 它需要参与的情绪越
低袁不需要兴奋袁不需要发怒袁不
需要很高兴遥 冶赵石屏提出袁写作
业应切忌野鸡飞狗跳冶袁家长的不
满情绪袁 会严重干扰孩子的思
维遥 相反袁在孩子作业面临困境
时袁家长要学会提醒孩子野不着
急袁再想想冶遥 这样就会降低整个
家庭和儿童的情绪参与袁儿童大
脑运行的活动效果也会意外地
好遥

野家长可以坐下来跟孩子谈
一谈袁了解作业出现困难的原因
所在遥 冶李有毅认为袁孩子写作业
遇到问题时袁家长可以和老师沟
通一下袁看看孩子的思路是否有
问题袁 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孩子遥
或者袁家长也可以用一些励志的
故事或自己的亲身经历袁帮助孩
子克服难关遥 高旺晨

停课不停学

2月 10日起 江西统一安排中小学生在线上课

成都院
学校开学至少要满足四个条件

2 月 4 日袁成都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尧市教育局局
长刘强走进成都电视台叶今晚 800曳节目袁就成都中小
学生究竟何时开学袁大中专院校何时返校袁毕业生年
级能否现在实行网上远程教学尧 课外培训班能不能
去等问题进行解答遥 刘强表示袁成都的学校开学至少
要满足 4 个条件袁即前期摸排到位尧防控措施到位尧
教学安排到位和后勤保障到位遥 倪秀

四川院
疫情响应不解除不返校

2 月 4 日袁四川省教育系统召开疫情防控调度工
作视频会议袁强调四川将坚持大局为重袁防控优先袁
疫情响应不解除不返校曰 要坚持省上统筹袁 属地负
责袁物资保障不充分不开学曰要坚持生命至上袁健康
第一袁措施落实不到位不开课袁坚决筑牢校园安全防
线遥 坚决落实玉级响应要求袁 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尧 平安校园保卫战作为全省教育系统当前压倒一
切的重大政治任务袁以更严的措施尧更强的担当尧更
大的作为投入到这场战役中遥 宁可备而不用尧不可用
而不备袁宁可严控过度尧不可防控有洞袁宁可严一尺尧
不可松一毫遥 房宇芒

辅导作业太焦虑？
专家院野别着急袁再想想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