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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
h ijkf今年，厦门市教育、 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民政、残联等部门相关信息将实
学”；有 14个单位通过省资助
现对接，实现各部门数据共享比
机构标准化建设达标验收，走在
对，确保对低保、特困、孤儿、残
全省前列，是所属区（县）资助
疾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识别
机构全部达标的 4个地市之一。
一个不漏，将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以往困难学生申请资助，要
到位。
到居委会等多个部门 “打证
2018年全市学生资助工作
明”。去年 11月，厦门市教育
会议近日在厦门市教育局召开。 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人力
据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书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残疾人联
记主任蒋思彬 介 绍，
2017年 厦
合会携手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门市共发放各级各类国家奖助
强和完善学生资助工作及资金
学金 2.
86亿元，受助学生 49.
64 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下文简

称《通知》），
简化了资助办理程
序，同时对外地“打不出证明”
的学生，还做了人性化规定，由
班主任和一名任课老师家访，就
可以认定是否是贫困生。
《通知》 还增加了资助项
目，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都
有。幼儿园除了过去的保教费补
助，现在还有每生每年 1500元
的生活补助；不单乡村，城市义
务教育阶段的困难学生，也有每
生每年 1200元的营养餐补助；
在普通高中，对困难学生免收其
学费、课本费和簿籍费；从 2018

年起，厦门高校还将设立每人
2000元的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毕业生就业补助金”。
厦门提出三种条件认定为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即低收
入家庭学生、支出型贫困家庭学
生，以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厦门将五种情况认定为“家
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分别是
建档立卡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
生、特困供养人员家庭学生、孤
儿或残疾学生、烈士子女或重点
优抚对象家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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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塑造环境还是环境改
变人! 一直是个 "哈姆雷特问句
式#的命题!要看具体面临的问题
与人!在孩子的教育领域也如是$
刚看到一篇探讨"择校%对孩
子的成绩与成长是否起决定性作
用的文章! 就看到有居住在狮城
的朋友纠结是否应该为了即将入
小学的孩子搬家的苦恼! 于是转
了文章去探讨$ 文章援引&魔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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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日下午，
备受瞩目的新三
年级大型公益讲座在厦门威斯
汀酒店举办。河北省著名家庭
教育 专 家 刘 凤 华 等 专 家 围 绕
“如何让孩子主动学习，高效
学习”展开精彩的演讲。
谈及如何才能让孩子更加
主动学习，刘凤华认为，培养孩
子自信心很关键，对孩子的赏
识，
才能让他们更加自信。“对
孩子欣赏，要经常在具象的事
情上夸奖孩子。”刘凤华表示，
当孩子犯错时，要帮孩子纠正，
孩子改正就表扬孩子。
进入三年级之后，孩子从
形象思维阶段转为抽象思维阶
段，所以家长要格外注意培养
孩子的抽象思维能力。刘凤华
建议，家长在这个阶段，要减少
形象读物。
刘凤华还提供了一个简单
有效的训练方法——
—亲子齐声
朗诵。刘凤华建议家长，
一天找
一段简单、有趣的文字，亲子齐
声朗诵，
坚持至少一个学期。等
孩子连续一两个月齐声朗读完
全没有出错，就算完成了视觉
专注训练。
刘凤华表示，爱说话的孩
子也一定爱听别人说话，因为
他们的耳朵理解能力较强，应
先训练听觉专注。/$%0&""0

济学'作者的一些数据建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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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日下午，由厦门市第五
中学创作、学生演出的大型舞
台情景剧 《了不起的毛哥力》
在厦门小白鹭艺术中心举行公
演。据悉，
这是五中师生经过两
年多时间的筹备、
编写、
策划与
排演的一部力作。
《了不起的毛哥力》 讲述
的是弃婴毛哥力，被森林王国
的狼群收养，并得到了众多动
物的关爱和呵护。一天，
曾经的
森林霸王契尔可汗回来了，它

因曾被猎人打伤而十分仇恨人
类。花豹只好将毛哥力送回人
类的村庄，毛哥力因此学会捕
猎和求生技巧。当毛哥力得知
森林 王国 的动 物 们受 到契 尔
可汗伤害时，他毅然选择重新
回到森林，利用学到的技能和
众 多动 物齐 心 协力 制服 了 契
尔可汗。最后，毛哥力展现了
博大的胸怀，宽恕了被迫承诺
遵守丛林法则的契尔可汗，传
达了勇敢、善 良 、团结 和友爱
的价值观。

了学校好坏与孩子成绩的直观联
系! 得出的结论是在低年级的儿
童期相对重要!而中学阶段!几乎
不起作用$ 同时根据分析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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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部 舞 台 剧 共 分 16幕 ，
由 51名小学二年级到初二的
学生参演，他们分别来自学校
的戏剧社、舞蹈团以及初一的
戏剧特长生，该剧融合舞蹈、
音乐、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
演出现场，演员们完美配合、
灯光舞美极具代入感、剧情跌
宕 生 动 …… 一 幕 幕 场 景 环 环
相扣，让人身临其境的艺术表
现力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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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数据! 阐明更重要的影响来
源于家庭因素$
我和朋友(吐槽%澳洲几乎没
有多少良好的)学前教育%$ 朋友
回应!说一向听闻此地采用"放羊
式%教育!一周只有两天幼儿园时
间$ 我略作纠正!此地的学前教育
分不同的机构承载! 有公立的托
儿所与幼儿园! 前者可以除法定
假日外全年无休地把孩子扔在其
中!但基本只提供看顾!教育相对
无从谈起* 后者从 ! 周岁始才有
资格!但一周两次!一次 "#! 小时
不等但集体时间! 也很难想象能
有什么到位的教育+ 再有一类私
立 名 校的 幼儿 园 部,,
,早 教 中
心! 可以结合前者的时间与后者
的教育!但名额极少!排队极难!
费用也不菲$
朋友觉得在澳洲可能家庭教
育必须占较大比重$ 但在新加坡!
她才上幼儿园启蒙班的小女儿在
一周之内要上珠心算-中英文-芭
蕾和钢琴等课外补习班+ 朋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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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看孩子上满 $%& 小时英文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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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有意向报考南方科技大
学的考生可登录该校招生网报
名，报名采用学校推荐或自我
推荐两种方式，时间截至 4月
30日。
4月 14日，南方科技大学

力!(放羊# 的环境里让早慧好动

班都心疼不已+
不上补习班会面临大环境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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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举办 2018年本科招生
说明会。据了解，
该校今年在闽
拟招 35名本科生，
均安排在本
科提前批录取，凡是未被录取
的考生不影响其高招本一批志
愿录取。南方科技大学本科招
生采用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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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模式，即高考成绩占 60%、
南方科技大学自主组织的能力
测试成绩占 30%（面试成绩占
5%）、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占 10%，按考生“631”综合成
绩的排名从高到低进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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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多上兴趣班开阔眼界也会
遭受(指点#!看来无论什么环境!
不完全倚赖外界的评判标准!在
早期阶段根据孩子的需求去顺应
学习渴求!可能也是重要参照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