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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苑 陈静

民族服装卖断货 民族美食制作

成考验———

校园里的“精彩三月三”，难坏

了家长

“急求！实体店哪里有小孩子的民族服
装卖，网上已经卖断货了……” 3 月底，
市民蒙女士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条
“求助信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条
信息引起了不少家长的“共鸣”。蒙女士
一打听才知道，准备在 4 月 3 日、 4 日举
办“三月三”主题活动的，不止是她女儿
所在的幼儿园，而是全市几乎所有的中小
学、幼儿园都会在那两天举办少数民族主
题活动。

“幼儿园要让孩子们认识不同民族服装
的特点，并学习相关的民族知识，所以在活
动那天鼓励孩子们穿民族服装去幼儿园。”
蒙女士告诉记者，虽然老师并没有硬性要求
家长为孩子购置民族服装，但是却对孩子们
说，希望每人都穿上民族服装来参加活动。
“孩子总会相互比较的，如果别人穿了自己
没穿，那孩子会不高兴，所以只好想办法帮
她买。”蒙女士说。

市民周女士的儿子读小学一年级，前段
时间她也在发愁：“我本来想在网上帮孩子
订购民族服装，但是提前一个多星期一问，
几乎所有卖家的回答都是‘由于忙不过来，
不接受订货’。最后，我只能在实体的旅游
商品店花 100 多元买了一套救急。”周女
士无奈道，“本来网店只要四五十元一套的
服装，一些实体店却应景涨价，多花了钱不
说，衣服质量还不好。”

家长孟女士家里有两个孩子，因为“三
月三”活动，孟女士专门请了两天假。民族
服装早就准备好了，但幼儿园和小学的民族
美食节让孟女士犯了难：“要做五色糯米
饭，还要有造型。”作为家委会成员，她跟
另外两个妈妈为此忙碌了一整天，制作了两
份造型别致的民族美食，让孩子带去幼儿园
和学校。

“这个五色糯米饭可愁坏了我们一
家。”提起之前儿子学校组织的民族美食
节，市民马女士就满腹牢骚。要求是 5 种
颜色，但她只找到了红米、黑米和白色糯
米，其他两种颜色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可制
作出来的的三色糯米饭孩子不满意，她只好
又上网找方子染色。“这样的活动家长太辛
苦，都是我们家长在忙活，孩子也没有参与
到什么。”

探讨：如何更好地组织孩子举办

主题活动

采访中，对于学校、幼儿园组织的“三
月三”活动，家长、老师们有不同的看法。

“学校配合节庆日组织孩子举办主题活
动，这是好事。”作为全职妈妈的范女士
说，“‘三月三’本来就是广西少数民族的
特色节日，为了让孩子更了解少数民族常
识，穿上民族服装、学做民族美食，这些都
是孩子们能够接受的形式，对年龄小一些的
孩子来说，家长参与其中，与孩子一起学
习，这对家长来说也是一种快乐的体验。”
范女士认为：“这样的体验一年就一次，花
点钱、花点精力也没什么。”

“现在的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孩子大多
交给老人带。学校组织活动，让父母和孩子
一起参与，虽然对于一些家长来说是很头疼
的事，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也是一件好
事。”市民曾女士认为，通过这样的“硬
性”方式，能让父母抽出点时间跟孩子一起
参与活动，多留出一些时间陪伴孩子。她认
为，陪伴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爱。

然而，也有家长持反对态度。“鼓励
孩子穿民族服装上学，如果孩子穿的是本
民族服装，这是理所当然。但问题是，孩
子们穿的都不是自己民族的服装，而且很
多从网上买来的服装在设计和制作上十分
粗糙，不能体现各民族的服饰特点，有的
甚至是张冠李戴，这样反而容易误导孩
子。”家住七星区的市民罗先生表示。他
认为，让孩子更好地接受民族文化的熏
陶，并不在于穿衣、吃食这些表面形式，
而是应该把民族文化的精髓融入到日常学
习和生活中，比如，学校开展民族体育实
践、民族手工制作等活动，还可以带孩子
走出校园，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考察等
等。这样的学习应该比流于形式的主题活
动收效更好。

“通过开展民族活动，既能增强大家对

民族文化的了解，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
能增强民族自信。”作为广西唯一的回
族乡公办寄宿制乡镇小学，草坪回族希
望小学校长黄军燕表示，在这次他们组
织“三月三”民族体育节的活动中，就
针对各民族的特点进行了节目编排。
“既有回族舞蹈，也有壮族的竹竿舞，
还有武术操等等。在活动前，还设定了
主题班会和民族绘画等环节……”在黄
军燕看来，趣味性和民族性相辅相成，
孩子在游戏中感受各民族文化，更有利
于民族团结。

“我们学校不仅仅有民族体育运动
会，还有每年的重头戏侨乡文化系列活
动。”华侨小学校长唐敬萍告诉记者，民
族文化的传播不能仅仅流于形式。在华侨
小学，针对学校侨民较多的特点，他们不

仅仅有各种文体活动，在校园布置、班队
会组织和社团活动上也会有专题，学生通
过这样的方式，提升了对民族文化的认
知，了解了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礼
仪，提高了不同民族学生间的协作能力，
营造了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氛围。“我们
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通过这样的民
族文化传播，更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

专家：民族文化进校园贵在

“润物细无声”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识和灵
魂。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一个民
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首先要发展
一个民族的文化，而学校教育是民族民
间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要载体。在校
园中开展‘三月三’民族活动，是对壮
族文化很好的传承。”在采访中，广西
师范大学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何乃柱博
士表示。他告诉记者，广西“三月三”
歌圩节和回族的古尔邦节、傣族的泼水
节等民族节日一样，是特色的民族文化
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各民族根据自己
的民族特点进行对山歌、歌舞等活动。
这几年，广西“三月三”有了假期，广
西各民族在这期间可以举办各种各样的
民族活动，但这并不仅仅是广西壮族的
节日，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来说，大家也
可以同喜同乐。

何乃柱建议，学校在组织这类活动
前，可以通过班会或是讲座等方式，对学
生提前进行民族文化的普及和推广，而不
仅仅是通过歌舞、运动这样单一的形式。
“只有普及和活动相辅相成，才能真正做
到‘润物细无声’。”现在，民族文化传
承最主要靠的还是青少年学生，所以必须
要让他们了解、熟悉、体验民族文化，他
们才会积极投身到民族文化传承的行列中
来。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苏霏林）近日，由广西教育学
院教学研究部和活学课堂全国基础教育直播中心主办，七星区
教育局协办的 2019 年春季全国小学活学课堂“现场+直播”
观摩研讨会在桂林第一中学体育馆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语文
界老师、教研员 700 多人参加了此次观摩会。

据活动组织者介绍，组织此次“活学课堂”观摩研讨会，
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教育深化改革的需要，借助时代领先技术，
高效、持续助力教师的成长，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为期两
天的活动精彩纷呈。本次活动邀请了国内权威专家从理论引
导、课例示范与成长历程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展示，同时把课程
从线下延伸至线上，给一线教师提供了一个立体化、系统化的
名师课堂。全国基础教育直播中心通过专属直播系统，为老师
提供各项网络远程培训、研修服务等功能，让他们享受全国基
础教育直播中心提供的丰富教育资源。

本报讯（记者陈静） 4 月 9 日，市育才教育集团所辖育
才小学、英才小学、跃进中心校、石油小学涉及 8 个学科的
270 多名教师齐聚一堂，共同启动该集团“强师赋能”教师素
养提升活动。

据了解，“强师赋能”活动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
同水平的教师提出不同的内容要求。对于 3 年以下教龄的新
教师和一些教学技能较差的教师，要求侧重于课堂教学基本功
的训练；对于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中青年教师，侧重于课堂教
学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的提升，让年轻老师逐渐形成自己的教
育思想、独特的教学风格，尽快成为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对于学校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则侧重引导他们进行教育
教学研究，逐步向研究型的名师过渡；对于名师、特级教师，
除促进他们不断更新现代教育技术外，还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专
业引领、带头示范辐射作用。

育才教育集团负责人介绍，这一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2
月，在此期间，老师们将通过示范课、学科竞赛等方式训练教
学技能，研究课堂教学实践，使教师把新课程的观念、理论和
要求等转化为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娴熟的课堂教学技
能，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能力与水平，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本报讯（记者陈娟）近日，中国民用航空桂林空中交通管理
站团委、气象台团支部与翠竹小学团支部联合开展了以“空管知
识进校园，安全飞行我护航”为主题的“空管知识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结合精美的幻灯片和雨量筒、风杯、风向
标等实物展示，对“常见天气现象、厄尔尼诺、桂林气候特
征、天气对飞行有着怎么样的影响、飞行安全”等方面知识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引起了听讲学生的极大兴趣。学生们不
仅把一些重要的知识记在本子上，还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向空
管气象台的叔叔阿姨求教。互动环节中，孩子们更是踊跃参
加，在实际操作中学习了遇到特殊情况时的应对方法，轻松掌
握了气象灾害应对基本知识，体验到了安全出行的快乐，拉近
了与气象科学的距离。

据了解，桂林空中交通管理站今后还将与翠竹小学开展更
多的青少年科普结对活动，充分发挥专业人才、专业知识的优
势，开展小学科普工作，提升学生们的科学素养。

翠竹小学开展

空管知识进校园活动

育才教育集团 4 校

联合启动“强师赋能”活动

全国中小学“活学课堂”

观摩研讨会在我市举行

校园里的“三月三”，

如何过得轻松又有意义？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记者施雨岑）为进一步提高中
小学图书馆（室）图书质量，教育部 8 日发出通知，面向国
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有关图书出版单位征集优
秀图书，将编制《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作为
中小学图书馆配备图书的主要参考依据。

通知要求，推荐图书应为 2014 年 1 月 1 日以来正式出版
的优秀图书，优先推荐使用环保油墨、绿色印刷的图书。专家
将对出版单位报送的图书进行研读和论证，推荐出适合中小学
生和教师阅读的高质量优秀图书。

据介绍，推荐专家由参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制订、教
材编写的高校教师和中小学优秀教师、教研人员、图书馆馆员
以及教育装备管理人员等组成。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记者施雨岑）教育部 9 日发布通
知，决定启动实施中西部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为中
西部乡村地区造就一批基础教育领军人才，2019 年在安徽、河
南、陕西、甘肃 4 省先行试点。

通知指出，计划在中西部乡村学校设立一批中小学首席
教师岗位，遴选政治素质过硬、业务素质精湛、育人水平高
超、组织协调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支持他们大胆探索，创新
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
格，鼓励他们成长为当地基础教育领军人才。同时，充分发
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当地乡村教师提升教育教学水
平，进而提高中西部乡村教育质量。

通知说，首席教师岗位设置侧重语文、数学、英语学科，面
向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公开竞聘。实行任期制管理，3 年一聘。

通知提出，2019 年在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先行试点，由
每省遴选 5 个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市（州）启动实施。在总结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下一步在中西部省份全面推开。

教育部：

将编制《全国中小学

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我国将在中西部乡村

中小学设立首席教师岗位

教育广角

民族服装大展演、民族美食大比拼、民族歌曲对唱……刚刚过去的“三

月三”歌节前后，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纷纷组织起各种以民族文化为主题

的活动。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迎接属于广西少数民族的独特节日，也为了

让孩子们更深入地感知和了解民族文化。

可是为了配合学校组织的活动，也有不少家长说出自己的烦心事：线上

线下四处寻找购买民族服装，使出浑身解数制作民族美食，还要专程请假到

学校里“陪玩”……为此，家长们在为民族文化进校园点赞的同时，也提出

了质疑。记者为此走访了不少老师、家长、专家，了解到大家对此各自不同

的看法和建议。

▲草坪回族希望小学学生在该校组织的“三月三”民族体育节活动中参加板
鞋竞走比赛。 通讯员黄军燕 摄

▲针对“三月三”，龙隐小学组织了系列民族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感受民族文化。图为孩子们在
跳竹竿舞。 记者陈静 摄

▲家长为校园民族美食节活动精心制作
的五色糯米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