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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焱

职业教育更需要名师

为孩子选购零食。
从家庭与学校的角度，更新养育观
念与养育习惯是更切实可行却也需要
付出更艰苦努力的功课。譬如，一些家
长认为儿童超重是健康的表现，为了表
达对孩子的爱，给孩子喂食超过正常需
要量的食物；一些家长认为百分百无添
加的鲜榨果汁是富含维生素的健康食
品，但其实它的含糖量甚至高于可乐；
一些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受伤而减少孩
子的体育活动，有意避免对抗性较强的
运动，如登山、
足球、
篮球等。这些错位
的观念都需要及时扭转。
不得不说，胖乎乎的孩子拿着薯片
或者糖果面带微笑大快朵颐，似乎是幸
福的场景。然而，为了孩子长远的身心
健康，
这样的场景还是少一些为佳。

莫让词典类 APP 误人子弟

刘冉冉

近日，一场面向中职教
师的教学大赛，成功“出圈”
了。在第三届广东省中职青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现
场，
参赛教师大显身手、各展
其能：有的教师教着古诗词，
□ 现场表演起了魔术；有的教
师在戏曲课程中融入传播优
秀传统文化的巧思……
（11 月 16 日 《广州日报》
）
时间倒回，数年前笔者
曾前往一所中职学校采访。
一位大学刚毕业的教师是新
任班主任，
她告诉笔者，
有前
辈提醒她，对待中职学生不
能太随和，
要格外严厉一些，
因为他们很多是“家里管不了才送来的
孩子”。这句话令人陷入思考，教师花不
少精力在怎样“管住”学生，又怎能专注
于提高教学质量、
激发学生活力呢？
职业教育的新气象令人惊喜。近
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职业
教育的创新发展，各专业学生亮家底、
秀绝活的比赛场景，经常出现在各大职
业教育院校。从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
台上频频获奖，到就业可落户、破格评
职称，再到事业单位招聘打破“唯学历
论”……如今，再提起职业教育，许多人
改变了成见。在此基础上，这次教学能
力大赛，更有新意。同样是面对职业教
育，该赛从“学生炫技”扩大到“教师炫
技”，从教学内容提升带动了丰富教学
形式。这些创新实践让更多人看到，职
业教育也需要名师，中职教育也可以出
名师。
“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
师。”这句话在职业教育实践探索中同样
适用。许多人还不知道，我国中职教育
在校生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 4
成左右。这是多大的一个数字，承载着
多少 15～18 岁学生的梦想。他们与其
他同龄人一样，都希望在自己的追梦旅
程中遇见如张桂梅一样引导思想、启迪
人生的教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比
赛“出圈”不是职业教育改革的终点，而
是进一步融合改革，并在教育心理学等
领域做出深入探索的起点。
相信随着更多中职名师脱颖而出，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浓厚
氛围会加速形成，更多学生将在更大舞
台上绽放自己的美丽梦想。

童的 2.7 倍。儿童期至成年期持续肥胖
的人群发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是体重
持续正常人群的 9.5 倍。
解决儿童肥胖问题，需要多方合
力。从社会角度来说，食物环境是导致
肥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前的研究显
示，亚太地区是全球儿童肥胖增长最快
的地区，这是由于儿童越来越容易接触
到廉价方便却热量更高的加工食品，这
些食品往往高盐、
高糖、
高脂肪，营养单
调。针对这一现象，部分国家制定了相
关规定，禁止不健康儿童食品广告的投
放，在一些学校禁止自动贩卖机出售膨
化食品、
含糖饮料。中国疾控中心也曾
编制《儿童零食消费指南》，将儿童零食
分为“可经常食用”
“适当食用”和“限制
食用”三个级别，指导家长们更科学地

在手机 APP 上查单词、
背单词，已成为当下大学生、
中学生及英语学
习爱好者的习惯。但“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动辄用户使用量过
亿的英语学习类 APP，频频出现拼写、音标、翻译等内容错误。论者指
出，学习工具、词典工具原本是要指导学生的，最终却误人子弟，着实让
人遗憾。对于词典类 APP 出现错误很多部门却无权管理的情况，需要尽
快制定新的管理规则，让教育部门、
出版部门、
市场部门、
文化部门介入，
要像“管理纸质词典”
一样
“管理电子词典”。
王铎

胡欣红

儿童肥胖已成为威胁中国儿童身
心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近日，一
篇名为《中国小学生预防肥胖症综合干
预措施的效果：一项随机分组临床试
验》的研究提示，通过健康教育和确保
儿童在校期间每日进行 1 小时的体育
锻炼，每月进行 BMI（身体质量指数）检
测并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进行记录、反
馈，通过一套学校、家庭共同参与的综
合措施可以有效干预儿童肥胖。
（11 月 19 日 《光明日报》
）
随着绝对贫困人群的减少和温饱
问题的解决，肥胖越发成为一个具有普
遍性的问题。
《中国儿童肥胖报告》显
示，超重、肥胖儿童发生高血压的风险
是正常体重儿童的 3.9 倍。肥胖儿童成
年后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

让性教育成为每个孩子的必修课

防控儿童肥胖须更新养育观念和习惯

日前，教育部印发《生命
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
程教材指南》
（以下简称《指
南》），要求性侵害预防进中
小学教材，
引发了舆论关注。
（11 月 17 日 《北京青年报》
）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
的进步，性教育的重要性渐
渐被大众所了解。
《指南》的
□
出台，可谓正当其时。只有
将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全面
融入中小学课程教材，才能
实现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系
列化、常态化、长效化。具体
而言，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在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
段有序铺开：小学阶段初步
学习青春期发育；初中阶段
学习青春期保健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提高预防性骚扰与
性侵害的能力；高中阶段则
要深入了解婚姻和生育相关
知识及法律法规，能够有效预防和应对
性骚扰与性侵害。
性教育成为每个孩子的必修课，系
统了解相关知识和掌握相关技能之后，
相信孩子们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性侵
猥亵的伤害。性侵害预防进中小学教材
值得欣喜，但如何开展性教育，依然会面
临诸多困难。其中，观念问题无疑是最
大的
“拦路虎”。
有专家直言，性教育最关键的还是
在家庭。面对性教育，家长们往往心有
千千结。一方面，校园性侵等事件频有
发生，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刻不容缓。另
一方面，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家长总觉
得涉及“性”就是敏感的，或者认为无非
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点事”，避而不谈。
这样的分歧，导致围绕性教材的“尺度”
问题屡屡引发争议。
其实，性健康教育内涵很广泛，不仅
包括生理、生殖解剖知识，还包括性心理
发育、性伦理道德、性法律知识、性病防
治知识等，性教育要做的不只是简单的
知识传授，而是加强价值观、道德观上的
引导。
性 教 育 不 可 怕 ，可 怕 的 是 怎 么 教
育。对家长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自
己“脱敏”，这样才能坦然面对孩子的问
题。当然，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推进这一
教育时，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
杂性，做好充足的论证与准备，并对家长
进行相应的教育引导。

“吴姥姥”
走红“不刷题”的快乐人人能懂
□ 李潇潇

72 岁的同济大学物理学教授吴於
人最近火了。用铁锅演示天眼、用扫帚
模拟太空中的宇宙射线……这位灰白
短发的“吴姥姥”说话风趣，站在镜头前
做趣味物理实验时，给孩子们连连带来
惊喜。
“吴姥姥”的科普主要面向青少年
基础教育，但因为好玩易懂，还意外吸
引到大批成年人。
（11 月 16 日 《新京报》
）
“硬科学”该怎么教？这是时代抛
给每一位老师的问题。短视频让科普
触达更多圈层和年龄段，其传播时间和
地域也不受限制，有效放大了传播价
值。而短视频的互动功能，在提升了教
学效率的同时，
丰富了科普形式。
从科普内容来看，
“ 吴姥姥”团队

也配合短视频的形式做了量体裁衣。
早在大学授课时，吴於人就觉察不少
学生对物理有明显的畏难情绪。所
以，她的科普直播通过生活化的语言、
接地气的小实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展现物理科学的真正魅力。一些抽象
复杂的物理知识术语，一度令人望而
却步。
“ 吴姥姥”却让我们看到，科学是
实用有趣的。
值得注意的是，直播里，吴教授平
易近人的科普姿态成功引导家庭教育
“蹲下来”与孩子交流。她的实验启发
了一众虎爸虎妈带着孩子在家做“亲子
实验”。当家长、孩子变成了共同探求
知识的“同班同学”，想必家庭教育氛围
也会变得其乐融融。

“@不刷题”的霸气账号名称，已成
了吴教授当下吸引百万粉丝的“流量密
码”。兴趣引领、不极端应试、快乐教育
理念，贯穿了吴於人整个职业生涯。
“科
学重器，筑梦未来”是她的情怀和理想，
而“不刷题”则代表着她对教育价值的
终极判断及取舍标准。
“@不刷题”账号受追捧，优质科
普内容生产者与平台双向赋能、互相
成就，无疑是好事一桩。公众可以利
用碎片化时间获取科普知识，让流量
向更加健康、智慧、深度的内容倾斜。
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公众对
泛娱乐类视频审美疲劳后的一种价值
回归，从需求侧倒逼平台更好地构建
内容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