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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阶段遥 科学合理的幼儿教育
不仅能够为孩子未来的成长打下良
好的基础袁 对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
素质也具有重要意义遥 特别是近些
年来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袁家
长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也逐年提
升袁 在幼儿教育方面的投入越来越
高大遥但是袁农村幼儿教育脱离乡土
文化熏陶袁 过分迷恋都市文化的弊
端也逐渐显现出来遥
客观地说袁与城市相比袁无论是
在师资水平尧办学环境方面袁还是在

政策配套尧硬件设施方面袁农村幼儿
教育的确存在一定差距遥 但是袁我们
也应该看到的是袁 由于各级政府的
重视袁 这种由城乡二元制结构所造
成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袁 农村幼儿
教育的条件相较以往已经有了明显
提升遥 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袁农村幼
儿教育离乡土文化很近袁 有自己的
优势袁 这恰恰是城市幼儿教育比较
羡慕的遥
乡土文化不仅是乡愁的重要载
体袁也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遥

体验的做法袁远胜于从书本到作业
本的传统教学遥
应当看到袁也存在一些野进校
园冶项目袁只重形式不看效果遥 据不
完全统计袁近年来有 100 多项相关
工作进校园遥 在有些地方袁各类部
门甚至采取下任务尧定指标尧搞检
查等形式推动工作野进校园冶遥 类似
活动如果过多过滥尧 不加分别尧缺
乏统筹袁 反而容易给学生增添负
担遥 长此以往袁不仅让老师和学生
疲于应对袁也违背了关爱孩子的初
衷遥 类似活动一旦陷入形式主义的
窠臼袁也影响了一个地方或部门的
工作作风遥 正因此袁我们应当警惕
相关工作中存在着的野四风冶新表
现袁有针对性地防范并加以破解遥
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袁尊重
教育规律袁一切从有利于孩子身心
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袁野从娃娃抓
起冶 就能很好促进孩子们成长成
才遥 帮助孩子成长不仅靠意识和态
度袁更应讲求科学方法袁彰显教育
的智慧遥 关注孩子们真正的兴趣和
天赋袁同时注重循序渐进袁根据不
同年龄段的孩子的兴趣尧 爱好尧需
求以及接受程度因材施教袁这样才
能让每个孩子都获得成长成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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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网络图片冤
机会遥
办好教育事业袁是家庭尧学校尧
政府尧社会的共同责任遥 其实袁只要
开展合理尧针对性强袁进校园活动
大有裨益遥 类似将大货车野搬上冶课
堂的活动袁就有很强的针对性遥 人
的成长成才需要经历必要的过程尧
遵循一定的规律袁离不开时间和耐
心的考验袁对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

们来说袁 并不是任何事情简单一
野抓冶就都灵遥 不务虚功尧注重实效袁
真诚与孩子沟通袁悉心呵护孩子成
长袁只有这样袁我们才能切实担负
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遥
据院叶人民日报曳

男性备孕为什么要补锌？
备孕必做的事情遥 并且有一部分的
男性还会开始补充锌遥
男性备孕为什么要补充锌钥
锌是人体所需微量元素之一袁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袁 在生长发育
的过程之中都需要它袁 但是在备孕
期间袁 它对男性的作用显得尤其的
重要遥只有拥有健康活力的精子袁才
能提高受孕能力袁 而锌元素对精子
的生成有很大的帮助袁 不仅会影响
精子的质量袁 还能够有效的提高精
子的数量遥而缺乏锌时袁很可能会使
得男性体内的性激素分泌异常袁导
致性功能下降袁 从而极大的影响了

精子的数量与质量遥 有很多男性不
育就是因为缺乏性导致精子异常而
造成的浴 所以袁男性在备孕时袁是可
以通过补充锌来达到提高受孕几率
的作用的遥
男性备孕一定要补充锌吗钥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袁 有很多没
有主动补充过锌的男士袁 都顺利和
妻子孕育出了健康的宝宝袁 并没有
注重野锌冶的补充遥 所以很多人就有
产生这样的疑问 野男性备孕一定要
补充锌吗钥冶其实袁补充锌是必然的遥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主动
地服用锌袁 但其实在日常饮食之中

就已经摄入了足够的量了袁 动物内
脏和海产品以及粗粮等富含丰富的
锌元素遥 所以袁在备孕期间袁多吃一
些的锌含量丰富的食物就能够很好
的补充锌了浴
医生有话说院在准备怀孕之前袁
孕前工作一定少不了袁 不仅要进行
各项身体检查袁 还要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遥 并且袁在女性孕
前工作做好的同时袁 男性也应当配
合袁这样不仅能够快速的怀孕袁还能
够生育出最健康的宝宝遥
据院搜狐

6尧 草莓 草莓是我们大多数
朋友都喜欢吃的一种水果了袁 它鲜
美红嫩袁含丰富的维生素 C袁可润泽
喉部袁细胞能充分吸氧袁因此多吃草

莓能使人精力充沛遥
据院叶湛江晚报曳

春困吃什么好
1尧 扁桃仁 扁桃仁中含有大
量的营养物质袁而其中就包括维生
素 E 和镁袁以及许多蛋白质袁可以
帮助你整天保持活力遥
2尧 菜花 菜花是我们平时比
较常见的一种蔬菜了袁菜花中含有
大量的维生素 B6袁特别是绿色的菜
花袁其维生素 B6 含量比普通菜花更
丰富袁精神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人
尤其需要它曰维生素 B2 与 B6 一起
还有助于缓解疲劳及提神醒脑袁维
生素 B6 在蛋白质的代谢过程中起
调控作用袁它有助于能量的产生袁让
人感觉精力充沛袁被称为提神营养
素遥
3尧 三文鱼 三文鱼中富含蛋

白质尧 氨基酸袁 有提神健脑的好功
效袁尤其是鱼皮中含有氨基酸尧色氨
酸等物质袁能起到舒缓神经的作用袁
从而缓解抑郁情绪遥
4尧 香椿 香椿含有丰富的植
物蛋白质袁甘氨酸尧谷氨酸的含量居
蔬菜之冠袁 有助于提高神经系统兴
奋性袁增强人体应激能力遥常吃香椿
可消除春困尧排散毒素尧提升精力遥
5尧豆芽菜 黄豆尧绿豆中含有
大量的蛋白质尧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袁
以及钠尧磷尧铁尧钙等人体必需的微
量元素遥大豆生芽后袁不但能保持原
有的物质袁 而且增加了维生素的含
量袁有利于消除疲劳遥豆芽中的叶绿
素可以防治直肠癌遥

村幼儿开展好乡土文化教育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遥 但是袁乡土文化资
源也存在质量良莠不齐的现状袁有
些夹杂在乡土文化之中的农村风俗
和陈规陋习袁已经明显不合时宜遥因
此袁对农村幼儿进行乡土文化教育袁
要注重乡土文化教育资源的遴选袁
做到用优质的乡土文化资源为农村
幼儿的健康成长进行精神文化铺
垫袁 使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得以延
承遥
如今在幼儿教育问题上袁 重形

式轻内容尧重外在轻内涵尧重知识灌
输尧 轻技能培养的情况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遥 尤其是一些农村幼儿家长袁
总是渴望拥有城市优越的幼儿教育
条件袁只是他们忘了一点袁农村幼儿
所拥有的丰富乡土文化资源袁 也是
很多城市幼儿家长十分羡慕的遥 因
此袁农村幼儿教育不妨多点乡土味袁
将宝贵的乡土文化资源利用好袁用
宝贵的乡土文化滋养孩子幼小的心
灵遥
据院铜陵文明网

诚信教育进校重在实效

阴吴佳珅

从前袁一个家庭想要孩子时袁只
有女方会做好一系列的备孕工作袁
早在怀孕前的三个月就开始补充叶
酸袁为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而努力遥
而随着医学的发展袁 逐渐明确不孕
不仅是由女方造成袁 也可能是由于
男方因素时袁很多男性也开始做备
孕工作了浴
说到男性备孕袁 大部分人脑海
中都会浮现出这样一个过程袁 第一
步便是陪着女方一起去做备孕检
查袁查看精子是否异常袁接下来便开
始戒烟袁戒酒袁戒熬夜等一系列有损
精子的活动遥 诚然浴 这些都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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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袁 我们的祖先在生产生活
过程中所创造的乡土文化袁 不管是
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袁 都是中华民
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
结晶袁比如传统村落尧故建遗存尧民
俗风情尧村规民约尧家风家训等遥 因
此袁 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
代背景下袁 对农村幼儿进行乡土文
化教育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袁 也是
让乡土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遥
我国农村地区面积大尧人口多袁
乡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袁 这为对农

让每个孩子都有成才的机会
帮助孩子成长不仅靠意识和
态度袁更应讲求科学方法袁彰显教
育的智慧遥
少年儿童代表着希望和未来曰
关爱孩子成长袁 体现着社会的温
度遥 现实中袁很多事情都强调野从娃
娃抓起冶袁 着眼的是为孩子们拓展
教育资源尧创造更好环境袁让孩子
们从小就养成良好习惯遥 但也有一
些地方机械理解了 野从娃娃抓起冶
的良苦用心袁丁点儿的事都讲野进
校园冶,凡事都要求野大手拉小手冶袁
将此当作重视某项工作的标配袁这
就有点过犹不及了遥
学校是孩子成长的园地遥 近年
来袁从传统文化进校园袁到救护知
识进校园袁再到禁毒进校园袁不少
活动主动走进学校袁既反映出对孩
子们的关心呵护袁也丰富了校园文
化尧拓展了学生视野遥 一些走进校
园的活动策划精心尧 实施细心袁能
对学生起到实实在在的帮助作用遥
比如袁针对交通安全教育袁有的学
校与当地交管部门合作袁把大卡车
开进了校园袁请交警将卡车四周划
分出不同区域袁让孩子们在驾驶位
观察后视镜遥 如此袁驾驶盲区便一
目了然遥 这种注重实物展示和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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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教育不妨多点乡土味
阴童

日前袁叶中国教育报曳 刊发题为
叶用好乡土文化培养自信的农村幼
儿曳的署名文章遥 文章认为袁要想把
野乡愁冶切实落地袁让农村幼儿尧农村
幼儿园不再仰望城市幼儿园的优
越袁就应该抓住农村文化资源袁将其
转化为教育资源袁 通过优化幼儿园
课程袁 增强幼儿对农村文化的认同
与热爱遥 笔者觉得袁这一观点颇有见
地遥
幼儿教育是学前教育体系最重
要的一部分袁 也是幼儿智力发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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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阶梯遥 长
久以来袁诚信教育也一直是学校德
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袁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袁广泛开展道德实践
活动袁对于凝聚社会共识袁提高全
社会诚信水平无疑有重要的意
义遥
要优化育人环境袁营造良好校
园氛围遥 坚定践行诚信育人的办学
理念袁 精心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袁
对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袁树立校园
文明新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要
广泛渗透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袁制
定校园诚信守则袁强化学生个体诚
信意识袁将诚信教育制度化尧具体
化袁融入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遥 从
而扎实有效地将诚实守信转化为
自觉的素养和行动袁牢固树立守信
光荣尧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遥
要丰富活动形式袁注重日常教
学实践遥 在诚信教育进校园的过程
中袁 既要有明确的要求和标准袁也
要注重从日常教学入手袁结合自身
特色袁关注诚信教育的细节遥 班级

己
活动尧升旗仪式尧社会实践袁都可以
是诚信教育的切入口遥 要广泛开展
主题活动袁大胆探索和创新多种形
式的宣传引导袁并对每个小的失信
行为给予及时的纠正袁强化指导评
价袁确保诚信教育工作的实效遥
要笃定久久为功袁持续巩固教
学成果遥 教育是一个长期过程袁人
格和道德观的形成必须尊重循序
渐进的教育规律遥 因此袁诚信教育
应当贯穿学校教育的始终袁不能等
到出现问题才想着整治遥 要改变陈
旧的教育模式袁杜绝野治标不治本冶
野一阵风冶等落后理念袁将深化诚信
教育视为与提升教学质量等同的
常规工作来抓遥 广大教师要讲究言
行一致袁表里如一袁以身作则袁做学
生的楷模袁用自己的行动为学生的
成长树立标杆遥
诚信教育进校园袁就是要通过
创造和谐的诚信环境袁使学生们将
诚信自律意识内化入心尧 外化于
形袁让诚信美德伴随他们一生遥
据院张家港文明网

胎宝宝每天在妈妈肚
子里到底是什么状态
十月怀胎袁你过得不易袁肚子
里的小家伙也没闲着浴 当小宝贝
在我们肚子里时袁 我们能感受到
他的存在袁 那你知道小家伙每天
在妈妈肚子里都干些什么吗钥 除
了每天你吃饭睡觉袁 小宝贝还干
些什么呢钥 一起来看看你家小宝
贝的丰富世界噎噎
在漫长的 280 天中袁 你家胎
宝宝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袁 胎儿
四周都是昏暗的袁 他常常紧闭着
双眼袁 伴着妈妈的心跳声就睡着
了袁只要不睡觉的话袁他可是一个
精力充沛尧调皮好动的小家伙袁拥
有你想象不到的丰富多彩的娱乐
生活遥
1尧游泳
其实袁在还不能称为野胎儿冶
时袁 他就开始在妈妈的子宫内四
处游动了袁 这种漫无目的的游动
没有什么姿势可言袁 像只悠闲的
小海马遥 这一活动从胎宝宝 6 周
大一直持续到怀孕后期袁 直到他
的个头大得不能漂浮在羊水中才
算结束遥
2尧打哈欠
除了睡觉袁游泳之外袁胎儿也
像常人一样袁 打哈欠尧 吞咽和吮
吸遥 打哈欠和吞咽袁更多的是为了
循环母体里的羊水袁 顺便可以
get 到一个新的玩耍方式遥 而吮
吸则是每个胎儿在成长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产生的袁 很多胎儿做这

个动作就是一种条件反射袁 是一
种生来就有的本能遥 另一方面袁每
个宝宝出生后袁 第一个接触世界
的方式就是喝母乳袁 是需要吮吸
的技能的袁 而宝宝还在妈妈的肚
子里时就已经会这样袁 则是在提
前探索世界遥
3尧打嗝
各位孕妈们身体出现明显的
胎动袁 有一部原因就是因为胎儿
打嗝导致的遥 这种打嗝可不是像
大人吃饱了打嗝袁 而是因为胎宝
宝在吞咽羊水而发出的声音遥 医
学研究表明袁通过吞咽羊水袁胎儿
可以发育的更加成熟遥
4尧哭泣
哭 是 每个 人 天生 就 有的 天
性遥 虽然是天性袁但是哭也不是一
件好事情袁 孕妈的情绪也与小孩
的哭是有关系的袁 当孕妈情绪很
差的时候袁就会干扰到小孩袁容易
使小孩哭遥 所以孕妈在孕期袁一定
要保持好的情绪袁 不要因为自己
的原因而干扰到小孩遥
5尧玩脐带
除了睡觉袁一直待在羊水里袁
肯定很无聊袁 脐带也因此成了宝
宝的玩具之一遥 不过袁也因此有了
很大的变故袁 很多的孩子生出来
的时候因为脐带绕颈而导致生产
不顺袁 就是因为宝宝贪玩才导致
的遥
据院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