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了，同学们报完到后，到文具店里购买学习用品。 记者 范远志 摄

本报9月5日讯 对于长沙

市6万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而

言，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从本学期开始， 他们和所有长

沙户口的孩子一样， 入学免收

“一费制” 范围内的所有杂费、

课本费和作业本费。

“现在一分钱都不要交”

上午8点，记者来到长沙市

芙蓉区育华小学。 许多学生在

家长的带领下， 兴高采烈地来

报到。

六年级的谭磊将暑假作业

交到班主任手里， 老师将一叠

新学期的教材和作业本递到他

手上。“老师， 要交多少学费

啊？”谭磊的妈妈吴女士掏出钱

包准备交钱， 老师却微笑着告

诉她：“今年起， 来长沙打工的

外地人子女，都免学费了！”

吴女士从耒阳来长沙工作

了好几年， 谭磊从四年级开始

到省城读书。 听说不要交学费

了， 母子俩都十分开心。“上学

期交了一百多元， 现在一分钱

都不要交。 带孩子进城读书比以

前轻松多了。”吴女士颇有感触地

说，省下的一百多元钱是小事，关

键是让自己和孩子都有了强烈的

归属感。

株洲人尹女士是这个学期将

读二年级的女儿接到长沙读书

的。 起初， 她觉得这件事会很难

办，筹借了一笔借读费，今天带着

女儿来报名才得知， 不仅不收借

读费，连学费都免了。

据悉， 为保证此项政策的顺

利实施， 长沙市教育局已下文要

求各区县市要严格按照政策落实

免补经费， 确保经费按时足额拨

付到位，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平等接受教育的权益。

外来务工子女真正融入要时间

在育华小学副校长程宾看

来，要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城

区孩子一同快乐成长，除了减免

学费， 还要提供很多别的帮助。

“‘一费制’ 全免政策实施后，和

父母一起来城市读书的农村孩

子会更多，学校和老师要多思考

该如何帮助他们融入新环境，解

决更多心理上可能出现的压力

和问题。”

程宾介绍， 针对许多农村学

生英语基础较差的问题， 学校要

求英语老师免费给学生补课，传

授学习方法和经验， 提高他们的

兴趣。开学后，班主任老师将逐个

走访外来务工人员家庭， 给家长

提要求和建议。此外，学校还成立

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室， 给同学们

提供心理辅导。

此外，本学期，包括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在内的育华小学全体学

生，还将免费穿上款式新颖、剪裁

精良的新款秋季校服。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谭兰香 汤如冰 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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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5日讯 如果你认为

跳“校园集体舞”有点害羞、广播

体操不够有趣，也许刚刚走进中

小学校园的“武术健身操”会让

你耳目一新。由教育部、国家体

育总局共同创编的《全国中小学

生系列武术健身操》， 自9月1日

起在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含特殊

教育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中推

广实施。

今天， 记者采访了省内部分

学校的体育老师以及学生和家

长，看看他们眼中的“武术健身

操”是怎样的？

【学生】 “我想练成张三丰”

一听说要学武术， 五星学校

的莫少君非常兴奋。 活泼好动的

她很喜欢看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

剧，常常还模仿着做些“降龙十八

掌”、“太极拳”。“学好了武术既能

强身健体，还能防卫呢。”

明德中学的李源也对武术

健身操很期待。“我觉得广播体

操的动作有点单调，课间做的时

候同学们都是应付式的，并不是

很感兴趣。”李源说，他一定会好

好练习武术健身操，要练成“张

三丰”。

【体育老师】 上课时讲武术故事

明德中学的贺玉莹老师还未接

到“武术健身操进校园”的通知，但她

相信在时下武侠电视剧和电影都十

分流行的时候，推出这套具有武术元

素的健身操，肯定深受学生喜爱。

“现在学跆拳道的同学很多，就

是因为感兴趣。”贺老师认为，从青

少年身体素质的发展来说， 比起广

播体操，“武术健身操” 更有利于全

面提升学生的精、气、神。同时，武术

教育对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促进

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

用。

尽管还未备课， 但贺老师认为，

在授课时，她会准备一些相关的武术

名人故事讲给大家听，并带大家观摩

一些武术表演。

【省教育厅】 暂未接到推广通知

省教育厅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未接到通知，“武术健身操”还

未在我省开始正式推广。 等相关政

策文件下达后， 将制定出具体的推

广方案和措施， 积极配合体育行政

部门对武术健身操的推广进行全方

位的宣传、培训、教学和实施，将其

推广到全省各中小学校。

9月1日起，武术健身操在全国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推广实施

校园舞停摆，武术操登场

省教育厅称暂未接到推广通知 但师生们都很期待

“武术健身操” 究竟有没有孩

子们所期盼的武术元素呢？记者在

网上找到了相关视频。 从视频上

看， 武术健身操既有健身操的动

感、轻盈，也有许多拳击、太极、跆

拳道的动作。国家武术研究院院长

高小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与

以往的广播体操相比，有三个突出

的特点：

其一，动作不同于以横平竖直

为主的徒手体操动作。武术健身操

的动作是选自武术运动形态多样、

妙趣横生、含有攻防作用的动作。

其二，练习方法不同于徒手体

操的只有个人单练。武术健身操中

还有通过喂招、拆招的形式进行配

对交手的对练方法。

其三，武术健身操不仅有着与

徒手体操共有的健身价值，还有习

练自卫技能、传承民族文化、弘扬

民族精神的价值。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汤如冰 廖明 谭兰香

两年前，校园集体舞曾风靡一时，甚至还引发会不会引起

学生“早恋”的争论，加之各种原因，校园集体舞在推广实施的

当年就悄悄“停摆”。之后，也开展过冬季长跑等校园体育健身

项目，但大多是“昙花一现”。

对此，长沙市教育局学生体协秘书长、中考体育测试组负

责人周立德认为， 集体舞在本身设计上就存在很多问题，比

如：动作幅度不大导致学生锻炼身体意义不大、训练场地有限

难以组织、 男女生一起跳害羞等。“一套好的操， 既要有艺术

性，又要有健身价值，我觉得从这两方面来说，‘武术健身操’

更优于集体舞。”

周立德说， 创新的体育项目除了外在的客观原因无法开

展， 内在原因是学生和家长将关注的目光都放在应试教育上，

没有谁敢把大把时间用于体育活动。“包括中考考体育，也是用

考试的办法强制学生锻炼身体。国外哪有考体育的做法啊？”

周立德希望“武术健身操进校园”不会像校园舞一样“昙花

一现”，“虽然要马上改变学生和家长的观念、 改变应试教育的

现状不太可能，但我们至少可以从重视坚持做起。一个良好的

体育项目，也只有坚持做了，才会看到效果。” ■记者黄京

本报9月5日讯 “读五年级

的女儿最近不知怎么了，不太爱

吃饭，有时还头晕、恶心。”郴州临

武的张女士反映，她怀疑是香味

文具对孩子产生的影响，经医院

检查， 果然是香味文具中苯、甲

醛超标，导致孩子轻微苯中毒。

长沙王先生也反映，在领了

新书后，很多学生除了喜欢买香

味文具，也喜欢买一些塑料书套

来保护书，这些东西一点也不环

保。以长沙城50万中小学生每人

买两张计算， 以后产生的就是

100万张废塑料垃圾，而且，有些

“三无” 塑料书皮是由有毒塑料

加工而成的。

省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

师何学华称，一些“三无”文具的

香味，很多都是用工业原料调和

出来的，含甲醛等多种对人体有

害物质。这种香味闻多了，会有

头晕的感觉，长期使用会威胁孩

子的健康。

塑料书皮有无毒性？环保部

门专家称，可把塑料剪出一小块

放入水中，无毒塑料放入水中后

可上浮；而有毒塑料是不会向上

浮的。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王晶 李江玲

“香味文具”小心中毒

长沙6万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同享“一费制”全免

“上学期交一百多，今天分文不交”

校园集体舞悄然停摆

希望武术操不会“昙花一现”

9月1日起，武术健身操在全国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推广实施。

武术操不仅能健身还能练自卫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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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武术健身操”更好地走

进校 园 ， 读 者 可拨 打 本 报 热 线

0731-84326110谈谈自己的观点和建

议。本报记者会将收集到的建议和意

见，送到相关教育部门。

互

动

曾风靡一时的校园集体舞。

你对武术健身操进校园有何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