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英集团旗下养殖场部分死鸭流入市场

部分责任人被查处

新华社郑州 3 月 20 日专电（记者 李

亚楠）华英集团旗下养殖场部分死鸭流向市

场形成死鸭产业链一事近日引起社会关注。

针对此事，华英集团所在地河南省潢川县成

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认为华英集团确实存

在个别养殖人员违规操作， 偷售死鸭现象，

目前， 涉事人员已被华英集团除名或免职，

一家死鸭加工销售黑窝点也被查处。

据有关报道披露， 华英集团种鸭二场、

三场的“死鸭”并没有按相关规定做无害化

处理，而是以低价出售给当地的不法商贩牟

取暴利，并由此形成了一条企业流出、加工

处理、再销售的黑色产业链条。

潢川县政府已经成立了由畜牧、 公安、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经调查，华英种鸭二场、三场有个别养殖人

员违反规定，偷售死鸭。目前，已对涉及偷售

死鸭的两名养殖人员给予除名和处罚，对二

场、三场场长凌端国、种禽事业部总经理居

为堂给予免职处理。 同时，查处了崔进平经

营的死鸭加工销售黑窝点，并依法对当事人

进行立案处理。

琨格亲子园（连载 33 期）

本期琨格亲子园为广大年轻妈妈

们讲述“6 岁 ~12 岁孩子适合什么样的

运动”。

少儿武术 全国武术协会专门为

儿童创编了 4 套武术套路，通过科学练

习，可以增加骨密度，增强骨关节稳固

性和灵活性，提高肌肉弹性和身体的柔

韧性。 但不能过分强调力量和柔韧性，

避免伤害孩子正在发育的韧带和关节。

滑冰 滑冰可以训练和提高孩子

的平衡能力，还可以增强孩子的心肺功

能。 专家建议儿童滑冰从五六岁开始，

并注意佩戴护具。

乒乓球 打乒乓球时，双眼必须紧

盯着忽远忽近、旋转多变的球 ，眼球不

断运动，眼神经功能提高 ，从而消除或

减轻眼睛疲劳， 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

乒乓球的前期训练有一定难度，需要专

注力与耐力，一般从 6 岁开始学。

游泳 经常游泳能促进呼吸肌发

育，增加肺活量。 孩子游泳时一定要有

大人陪同，以防出现溺水现象。

当您在育儿方面遇到困惑时，琨格

亲子园教育咨询中心将义务为您服务，

给您满意的答复。

本期题目：3 岁 ~5 岁孩子适合什么

样的运动？（答案见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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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零花钱未果

12 岁女孩跳下 19 楼

死了

据东方今报消息 3 月 19 日下午，郑州

一名 12 岁的女孩从 19 楼跳下， 就此离开了

这个世界，综合众人的说法，“要零用钱未果”

成了这场悲剧的主因。

19 日下午 2 时 47 分， 记者接到郑州市

民辛女士反映：“一个 12 岁的小女孩不知道

为啥跳楼了，生死未卜。 ”

记者立即赶到该居民楼前，地面上尚留

有血迹。 该小区的雷老太太说：“大家都叫她

盼盼，长得可俊了，大概两点多，从 19 楼跳下

来了，120 来的时候已经没气儿了。 ”出事的

小姑娘今年只有 12 岁，还有个弟弟，和父亲、

姨妈一起住在 19 楼，母亲在外地打工。

综合小女孩家人的只言片语以及目击者

和邻居的说法，记者了解到悲剧的导火索，小

女孩的爸爸没在家，她上学时向阿姨要钱买

东西，阿姨没给。

悲剧的责任，无法说出谁对谁错，只是因

要零花钱未果，导致了一个鲜花般生命的凋

谢，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震撼。

家人不让上网

17 岁男孩坠楼

重伤

据东方今报消息 17 岁男孩痴迷网络，

但遭到父母及姑父姑姑的强烈反对，谁知三

天后，男孩却从楼上突然坠落。

19 日上午 8 时 55 分，新密市公安局 110

接到报警称，新密市长乐路一居民楼上，有名

男孩跳楼了。 民警们很快赶到现场，只见一

名男孩脸朝下趴在水泥地上一动不动，民警

从男孩身上发现了他的身份证， 男孩姓王。

男孩很快被拉往医院进行抢救。

王某坠落的楼房共有 7 层， 但没有目击

者看到他是从哪一层坠落的。 随后，男孩的

姑父张先生赶到现场，张先生称 ，王某今年

17 岁，新密市人，小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后来

整天上网玩游戏，他父母管不住。 为让王某

不继续上网，前几天，王某的父母让王某到张

先生开的饭店干活。 张先生说：“饭店这几天

正休息，他（王某）整天窝在俺家打游戏。 ”最

后，张先生只好将网线给掐断了。

张先生说，18 日晚， 他让王某去饭店锁

后门， 谁料王某一去两天都没见人影，19 日

竟发生这样的事。 据悉，男孩王某身体多处

骨折并引发失血性休克，有生命危险。 目前，

王某正在医院抢救。

针对此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悦玲

分析，孩子现实生活中感觉空虚，只好寄情上

网玩游戏。 而他父母为治疗他的网瘾，就把

他送到他姑姑家，转移了责任，这样解决不了

真正的问题。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情绪

极不稳定时期，父母要多抽时间陪孩子聊天，

帮他建立朋友网，培养一种积极的爱好，有了

精神上的寄托，自然也就远离网络了。

·多说几句·

用爱和自由，让孩子成长

同一天，两个未成年孩子选择了坠楼，当

他们从高楼上坠下时，把亲人和家庭远远甩

在了身后。 而他们轻生的原因，一个是不让

上网、一个是不给零花钱。

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冷淡了生命的意义，

过早离开了人世？ 人为了什么活着，他们还

没有弄明白，却再也没有机会明白。

孩子病了，大人呢？ 事故发生的原因，让

学校、家长、社会共同反思。 现在孩子的物质

条件比以前好，但为啥心理更脆弱了？ 有人

总结在一起：社会烦死了，家庭管死了，教育

考死了，心理弱死了。

孩子的烦恼来源，总结起来主要有学习

困难、个性缺陷、人际冲突、交友问题、青春期

问题等。 在大人看来这些是必经过程，但是

在孩子眼里，一件小事也是天大的事，一个很

小的坎儿也许他们就迈不过去。

家长和老师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

懂得体谅宽容孩子， 培养他们的社会意识。

培养社会化的孩子， 就是培养他们阳光、快

乐、交友、乐于助人、担当、宽容、与别人分享

快乐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自控能力，学着控制

自己的行为和情绪。

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十不准

一、不准幼儿园提前教授拼音、写字、笔算等

小学教育内容。

二、不准幼儿园以举办兴趣班、特长班和实

验班为名进行各种提前学习和强化训练活动，不

准幼儿园以任何名义进行有损幼儿健康的比赛、

表演或训练等。

三、不准幼儿园给幼儿布置家庭作业。

四、不准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和组织征订各种

幼儿教材和教辅材料。

五、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名义向幼儿

园推销幼儿教材和教辅材料。

六、不准幼儿园要求家长统一购买各种幼儿

教材、读物和教辅材料。

七、 不准幼儿园违反国家相关规定超额编

班，坚决纠正大班额现象。

八、不准幼儿园辱骂、恐吓、体罚或变相体罚

幼儿和其他摧残幼儿身心健康的行为。

九、不准小学面向幼儿举办各种形式的招生

选拔考试，或将各种幼儿竞赛成绩作为小学招生

依据。

十、不准小学提前招收不足入学年龄的幼儿

接受义务教育。 （《河南商报》供稿）

幼儿园教写字 以后不准了

省教育厅出台科学保教“十不准”，不准幼儿园提前教小学内容

？

！

核心提示

为迎合家长需求，有的幼儿园提前教孩子拼音、算数等小学生要学的东西，每天布置大量作业，导致一些孩

子“仇恨”老师，甚至不想上幼儿园。 昨天，省教育厅出台了科学保教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现象十不

准，要求幼儿园不准提前教小学内容，不准要求统一买教材，不能以兴趣班、特长班为名进行提前学习等，各级教

育部门将设举报电话接受监督，违规幼儿园将被查处。

幼儿园不留作业

禁教写字等小学内容

“妈妈， 我不想去幼儿

园。 ”最近，5 岁的女儿常给

李女士这样说。

李女士的女儿上的是所

民办幼儿园， 老师常布置很

多作业，比如一个字写两行，

要算 20 以内的加减法，要家

长提问课后习题等。

李女士说， 女儿不会算

数被老师批评了几次， 从此

对幼儿园有了抵触情绪，“现

在都厌学，小学咋办”。

长期以来，受“不能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 观念的影

响， 一些家长和幼儿园以拼

音、识字、算术 、外语等作为

衡量儿童成长和办园质量高

低的标准，加重孩子负担。

“幼儿教育应该遵循的

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从幼儿

生理、心理特点出发，因材施

教 ，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

展。 ”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

说， 将小学教育提前到幼儿

阶段违背教育规律， 是拔苗

助长， 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

展。

为此，省教育厅规定：不

准幼儿园提前教授拼音 、写

字、笔算等小学教育内容，不

准以举办兴趣班、 特长班和

实验班为名进行各种提前学

习和强化训练活动， 也不准

幼儿园给幼儿布置家庭作

业。

幼儿园不准强迫家长统一买教材

去年，郑女士给孩子报幼儿园时，除了要交 5 个

月的费用外，还额外收了三四百元的教材费。班上的

孩子每人一套教材， 一共 6 本，“有的书买了根本都

没用”。

有的幼儿园还开办各种实验班、特长班，要求孩

子参加，还有的幼儿园向家长推销“点读机”、教材或

课外读物等，甚至强迫家长购买。

这不仅会增加孩子的压力和负担， 也加重了家

长的经济负担。

对此，教育厅要求：不准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和组

织征订幼儿教材和教辅材料， 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以各种名义向幼儿园推销幼儿教材和教辅， 不准幼

儿园要求家长统一购买各种幼儿教材、 读物和教辅

材料。

“过早学习是拔苗助长”

“幼儿园上完都不认识几个字，不会拼音也不会

算数，不等于白上了？ ”一些家长担心幼儿园不教拼

音、写字，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也有很多家长认为，幼儿园就是让孩子玩的，孩

子太小学认字、算数易导致厌学。幼儿园阶段兴趣和

习惯的养成比多认几个字、多学几个拼音更重要。

也有小学老师曾对幼儿园教小学内容持反对态

度。 曾有一位小学老师发帖称，现在幼儿教育混乱，

一些幼儿园中班就开始教英语、数学、拼音，有的老

师英语发音不准，甚至连写汉字也会写错笔画。上小

学后，老师还得一点点纠正，真不如让孩子在幼儿园

好好玩耍，“过早学习是在拔苗助长”。

据了解，国外幼儿园根本不教小学知识，在澳大

利亚，幼师的主要工作是让孩子玩得开心，培养他们

独立的人格；在日本，幼儿园会组织各种户外活动，

让孩子亲近自然，同时也很注重孩子兴趣的培养；在

美国，幼儿园以动手制作东西和户外活动居多，培养

孩子的动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