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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最近，一位复旦大学

物理系的教授利用课余时间就如

何教育子女对家长进行培训并展

开沙龙活动，并打算退休后在自

己的家乡开办家长学校。市政协

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金忠明提出在上海开办家长学

校的建议，并提交了相关提案。

金忠明告诉记者，孩子教育

已成为中国父母最大的知识“ 短

板”。根据《 201 4中国城乡家庭

教育现状白皮书》课题组在全国

范围内随机抽取对1 0.83万名中

小学、幼儿园学生家长的问卷调

查，数据显示，不知道教育方法的

家长，占37.82%；没时间教育孩子

的，占26.1 9%。超过一半的家长表

示，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希望能得

到专业帮助，有81 .4%的家长认为

家庭教育有很多学问，需要学习

和培训。

然而，课题组调查发现，目前

社会能提供给家长系统学习家庭

教育的渠道还不足以满足家长的

现实需求。其中，家长通过书籍

学习的占30.53%，自己摸索的占

21 .85%，朋友交流的占1 8.01 %，

从媒体获取知识的占1 3.1 6%，从

家长会获得的占1 2.71 %。大多数

家长能意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9.09%的家

长能意识到孩子的问题是父母出

了问题。

金忠明建议，由教育部门承

担举办家长学校的责任主体，协

同各级妇联、团委及街道社区，

形成全天候立体式家长教育网

络。家长学校可以提倡多元的办

学形式，教学方式也可以多样

化。他还建议，师范院校应开设

家长教育或家庭教育指导专业，

培养具有专业水平的教师，教育

部门也应尽快制定家长学校的

任职条件。

见面先建微信群
人大代表五年一届，根据选

举情况，其中有部分人员可能会

成为连任代表。本届市人大代表

中，“ 8090后”总共1 0人，其中，

1 980年1 月至1 989年1 2月出生的

人员总共9人，“ 90后”代表1 人。

男代表4名，女代表6名。孙晓雷昨

天联系到了王黎娜、袁斌、钟芸、

卢国言以及万媛媛等代表，希望

以年轻人的视角，让这份书面意

见更接地气，更具操作性。

由于这6位代表分属不同的

代 表 团 ， 即 便 外 界 为 之 贴 了

“ 8090后”代表的标签，但此前彼

此之间并不认识。在世博中心4楼

信息处的休息区，6位代表接上头

后，被亲切称为“ 扁豆姑娘”的王

黎娜率先提议：“ 要不建立一个

微信群吧，便于我们对这一问题

的后续讨论。”话音刚落，得到大

家集体响应，纷纷掏出手机欲互

相“ 扫一扫”。

最年轻的孙晓雷就准备先扫

一下出自公安系统的“ 80后”连

任代表袁斌的微信号，由于难得

当一回“ 群主”，孙晓雷一时“ 掉

链子”，“ 怎么建啊，二维码在哪

里，大概是我看到‘ 警察叔叔’紧

张了。”他略带调皮地自我解嘲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能否形成议案？
为了便于各位代表了解自己

的想法，孙晓雷将自己“ 进一步

加强青少年安全教育”的想法形

成了文字，并以书面形式交给5位

代表，请大家帮忙把关。

孙晓雷说，近期，学生失联、

各式电信网络诈骗、在人员密集

场所发生危险等事件频现，引起

了全社会对于青少年安全问题更

多的重视，对包括主管部门、学

校、社会组织在内的安全教育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进一

步将青少年安全教育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仍有待探索。为此，在他的

走访调查中，有不少的教师、家长

和学生反馈目前安全教育被边缘

化，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自身的

重要性不符，而在学校教育中，安

全教育所占学时较少，涵盖内容

不全面，不能够形成知识体系，此

外，目前虽已有公安、消防等部门

参与到教育过程中，但青少年实

践能力仍得不到全面锻炼。

就青少年安全教育中存在的

问题，孙晓雷提出了他的一些想

法，其中包括：大中小学应将安

全教育作为必修课程贯穿培养

计划全过程；安全教育应进行系

统性课程设置；全社会都应积极

参与到青少年安全教育中；学校

安全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学生

学习情况都应在考评体系中加

大比重等。

王黎娜专程回到代表团，拿

来此次上会审议的《 上海市人民

代表大会关于代表议案的规定

(修订草案)》，其中有对于形成议

案条件有明确的说明。“ 我觉得，

如果能以议案的形式提出，是不

是会有更强的推动力使相关意见

和举措得到落实？要不我们一起

看看能不能让这份书面意见上升

为议案吧。”很快，大家仔细地逐

条对照起来。

不过，作为“ 80后”连任代表

的袁斌则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

法：“ 一般议案都是立法为主，如

果能具体到类似针对《 上海市未

成年人保护条例》某些具体修改

条款，是不是更有针对性？但我觉

得，原来的地方性法规应该也有

宏观表述吧。这个我还没查过条

例，还不具有权威性哦。”⋯⋯此

后，大家还就书面意见能不能多

人共同提出等疑问共同到公共电

脑上进一步查询和学习。

如何丰富安全教育？
现场，来自上海警备53分队

的政治指导员万媛媛代表则就具

体建议的完善提出了新的思路：

“ 安全教育的考核千万别再落入

笔试应试的窠臼，这种书面来书

面去地学习安全知识，远没有实

践中亲身试验一次来得有效。”

万媛媛建议，是否可以借鉴部队

的思路，让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

能在各种模拟演练中掌握真本

领，“ 年纪小的孩子中，不妨来一

场好人与坏人的对抗，在生动模

拟中，知道什么行为安全，什么行

为危险重重。”

万媛媛还表示，部门有专门

的安全员，各级学校也可以借鉴

这样的思路，划分片区，包干负责

安全督查，在这样的过程中，让众

多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安全意

识⋯⋯

从提交的形式到具体内容，

年轻的代表或许经验不足，但都

在想着认认真真好好促成一些事

情的实现，这本身就是一道两会

中的动人风景。

文字学常识入中小学教材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很多初识汉字的小

学生抱怨要死记硬背，市政协委

员沈杰提议，有关部门在编撰中

小学语文教材时应纳入文字学

常识。

沈杰指出，现在的语文教材

本应包括语言和文字两大部分，

但现在的教材重视了语言，忽略

了文字。这不得不说是国内语文

教材编撰工作中的一大失误和遗

憾。反观当今社会，除了少数文字

学研究者和书法家，还有大学中

文系毕业生，可以说百分之九十

九的人都没有上述文字学最基本

的知识。

他建议说，有关部门在编撰

中小学语文教材时，应纳入文字

学内容，可由浅入深。小学可从四

五年级起，教一些简单的形声字

的形、义知识，到初中则可教“ 六

书”的知识。这对学生增加对语

文学习的兴趣，特别是增加对祖

国传统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责任

感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

的历史意义，他呼吁有关部门，

尽快在编撰新的中小学语文教

材时，增加文字学知识（ 课本后

面附录常用繁简字对照表），并

以最快的速度纳入中小学的语文

教学体系。

8090后代表利用午休时间集体“ 打磨”书面意见

便于后续讨论 见面先建微信群
女大学生失联、欧盟实习诈骗风波、外滩拥挤踩踏等多起事件的发生，让

“ 90后”市人大代表孙晓雷一直想向大会提交一份有关“ 进一步加强青少年
安全教育”的书面意见，鉴于年龄的相近性，他特别想听一听“ 8090后”年
轻代表们的想法，在完善后再正式提交大会。昨天中午，他邀请到了其中5位
代表一起“ 打磨”书面意见，为了便于后续讨论，年轻人见面的头一件事就是先
建微信群。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开学校教家长教育方法

书法进课堂需加快师资培训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这几天，市政协副秘

书长、办公厅主任张培基的一份

《 关于加强书法教学和传播，进

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建议》的

提案，引起了委员们的热议。

张培基介绍说，就各省市书法

发展情况看，上海从上个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全国第2（ 仅次于北京）

到目前仅处在全国的第1 6位，让他

备感震惊。

张培基认为，上海书法发展情

况不尽如人意，关键是教学薄弱。

“ 有关部门对书法的教育和传播

重视不够。上海的教育经费虽然很

多，但对书法教育的投入较少，教

育基础不牢。”

据青年报记者的了解，虽然

“ 书法进课堂” 已经实行了几年，

但依然面临一些困境。一是能在课

堂上使用的书法教材很少，但这个

问题在教育部印发《 中小学书法教

育指导纲要（ 试行）》后得到了一

些缓解。二是上海中小学的书法老

师非常有限。有的学校只有一两位

书法老师，却要给数百上千名学生

上课，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张培基说，浙江有西泠印社

和中国美术学院，形成了以学校

和社团为基地的书法创作研究核

心，带动了书法的社会化普及和

传播。江苏有南京艺术学院和南

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这两座书法

创作和研究的重镇，也有自己的

传播优势。但是上海这种书法教

育资源就比较少。目前除了华师

大和一些职校外，大多数院校基

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这就造成

上海书法教育人才的短缺。

所以业内也有一种观点认

为，上海要加强书法普及教育，必

须加强书法的高等教育，由专业

人才来普及书法，再从普及人群

中挑选可深造的新锐，这才会形

成一种良性循环。

代表委员建言

8090后代表讨论完善有关青年议题的书面意见。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