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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递快

教育 评时时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沙湾职中

市外国语小学

丰富活动开启多彩暑假生活
■ 记者 张力 文/图

暑期研学活动重实践

暑假已至，按照2022至2023学年度乐山市中小学寒暑假
及开学时间安排，全市中小学 2022 至 2023 学年度上学期（秋
季）将于2022年8月31日办理入学手续，9月1日正式行课。

“双减”下的暑假生活少了很多课业负担，家长们也开始
以发展孩子的兴趣特长为主，努力找准孩子喜欢学、想要学、
热衷学的项目，在假期里让孩子参加研学、夏令营等活动，或
外出旅行，或参加游泳、羽毛球等兴趣班，丰富多彩的活动填
满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让大家亲近大自然，增长课外知识，提
升身体素质。

7月5日，由市中区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兴嘉集团主办的“嘉游
少年·青葱研学”活动举行。来自
中心城区的近30名小学生走进市
中区牟子镇苏坪村古儿坝，在田
间地头开展了一堂生动的劳动实
践课。

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农
夫”，在古儿坝的香葱种植基地里
学习如何栽种青葱。大家手拿小
铲子，亲手培土、栽种葱苗、浇水，
体验“汗滴禾下土”田间劳作的艰
辛。随后，孩子们走进青葱博物
馆，在老师的讲解下了解葱的起
源、特质及葱的功能和用途，并用
显微镜探寻青葱生长所需土壤的
奥秘，通过趣味小实验解读古儿
坝土壤的特性。

参加活动的小学生冷梓墨在
栽种好青葱后，汗水已经把衣服

打湿。“虽然天气很热，栽青葱很
辛苦，但我觉得十分有趣，通过参
观青葱博物馆，我也学到了很多
知识。”他笑着说。当日，除了栽
种青葱，还开展了抓鱼大赛、用葱
汁书写作画、水培养殖葱和鱼等
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劳逸结合
中快乐地学习，掌握丰富的课外
知识。

据了解，“嘉游少年”是市中
区重点打造的研学旅行品牌，通
过深度挖掘嘉州丰富的古城文
化、乡土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
化、非遗文化等资源禀赋，加快建
设一批中小学生劳动实践基地，
开辟多条研学旅行路线，推动历
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逐步构建
研学旅行、研学旅游全产业链条，
助推嘉州文化教育事业和文旅经
济高质量发展。

社区暑期班趣味多

暑假期间，如何看护好孩子，
又不耽误工作，成了不少双职工
家庭的“头疼事”。对此，不少社
区也积极行动起来，帮助这些家
庭排忧解难。7月4日，市中区海
棠街道新村街社区为期26天的暑
期班开班，这是该社区举办免费
暑期班的第20个年头。

当日，乐山市高级心理咨询
师徐亚灵为孩子们开启了暑假班
的第一节课——“认识每个人都
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他以森林动
物们的故事为引导，向孩子们提
出了很多关于故事的问题，随后
将问题引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中，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引导孩子
们做自信优秀的人。

7月5日，来自成都理工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的中国核聚变博物
馆的志愿者，为孩子们普及了关

于“核”的基本知识，并通过小实
验讲解电力的应用知识，呼吁大
家节约用电。7月6日，国网乐山
供电公司志愿者走进暑假班，为
孩子们讲解夏季安全用电知识，
助力家庭用电安全。7月7日，暑
期班课堂同样丰富，由“气象防灾
减灾宣讲”“书法课堂”组成……

“今年的暑期班通过寓教于乐
的形式，结合法制教育、爱国主义
思想教育、生活常识、身心健康等
内容展开，增强孩子们的团队协作
能力、法律意识、动手能力、生活技
能等，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又有意
义的暑假。”该社区党组织书记谢
艳说，课堂老师大多是“海棠微光”
志愿者，社区将在帮助孩子们学习
知识的同时，也鼓励孩子们走向社
会、融入社区，在快乐中体验生活，
在实践中收获文明。

学校夏令营探索自然

感受科技魅力，亲近自然森
林。日前，乐山东辰外国语学校小
学部开展了以“自然”与“科技”为
主题的夏令营活动，孩子们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分别加入不同的

“阵营”，在追梦之旅中快乐奔跑，
在学习之路上健康成长。

据了解，该校围绕“自然”主题
进行学科整合，从创新、观察、实践
出发，通过学习《昆虫记》课、写作点
睛课、数学实验课、多米诺骨牌课、
科学魔法课等，调动孩子们对学习

的积极性，培养孩子们的学科素养。
活动中，孩子们走进沐川竹海

探险，在教官的指导下，以小组合
作的形式，完成与自然相关的任
务。在荒野求生环节，孩子们学习
各项生存技能，完成生存挑战：寻
找、搭建庇护所，制作过滤器，生火
烤食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不仅
收获了快乐，更学会了自理、独立
和坚强。

而在“科创未来”主题夏令营
中，孩子们前往成都淮州机场了解

中国西南首款运动飞机的生产过
程，近距离观看航空器，了解飞行
员飞行装备的作用，学习认识飞机
结构和飞行操作原理等。在四川
科技馆，孩子们了解航天航空、都
江堰水利工程、儿童科技乐园及数
学、力学、声学等基础学科知识
……大家沉浸其中，乐而忘返。期
间，3D打印课、多米诺骨牌课、水火
箭课、编程游戏课、科创画制作、滑
翔机课程、飞行员体训、航模飞行
等精彩体验，让孩子们回味无穷。

又是一年暑假季。每到暑
假，是学生最快乐的时候，也是
家长最操心的时候。孩子天性
好动、好奇心强，缺乏足够的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之暂
时脱离了学校的监管，稍不注意
就容易发生意外。近期，多地发
生的学生溺亡事故令人痛心、惋
惜不已。学生假期安全是老话
题也是难题，如何让孩子远离那
些“伤不起”的安全隐患，度过一
个快乐、安全的暑假，需要家长、
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努力。

暑期学生安全问题一直备
受关注，但从现实来看，无论是
家长的千叮咛万嘱咐，还是学校
的安全教育、社会各界的呼吁，
似乎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溺亡、
坠楼、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安
全事故依旧时有发生。其背后
反映出家长监护不到位、学校安
全教育不足以及公共场所安全
防护设施缺失等现实问题，需要

各方切实落实自身职责，各负其
责、相互配合，真正做到防患未
然、警钟长鸣。

暑假，孩子在家的时间增
多，家长一定要切实肩负起监护
责任，尽可能多地抽出时间陪伴
孩子，做好家庭安全防护措施，
同时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利
用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或真实案
例，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一些安
全常识和自救知识，增强孩子的
安 全 意 识 和 自 我 保 护 意 识 。
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便在“家庭保护”部分强调了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儿童安全
的保障义务，明确规定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
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
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
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
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
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
事故的伤害；提高户外安全保护

意识，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
动物伤害等事故。父母是孩子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管是天然
的亲情，还是法定的义务，父母
都必须切实履行起监护职责，为
孩子的安全筑起第一道屏障。

此外，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安
全教育，杜绝“搞形式、走过场”，
避免教育方式单一枯燥，采取学
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多渠道提高
师生的安全意识。相关部门、学
校和社区、村委会等也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暑期托管等
服务，为假期无人照料的孩子提
供看护、作业辅导、兴趣培养、安
全教育等服务，减轻家长负担，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
充实的假期。

快乐暑假 安全相伴
■ 黎言

本报讯（记者 张力）7月 5日至
7日，由夹江县教育局和夹江县教育
工会主办的夹江县“喜迎二十大”教
职工气排球比赛在夹江中学举行。
来自该县各中小学校的 28 支队伍
300名教职工欢聚一堂，球场一搏，
赛出风格、赛出友谊。

7月 5日 9时，开幕战在夹江中
学队与木城中学队之间展开。随着
裁判的哨声一响，比赛正式开始，两

队队员个个精神抖擞，身姿矫健，配
合默契。发球、起跳、跑动、传球、扣
球……队员们充分发挥精湛的个人
技术和熟练的战术配合，大家相互鼓
励、顽强拼搏，展现出昂扬斗志和团
结协作精神。

据悉，本次比赛分为混合组、男
子组、女子组三个组别。在为期3天
的赛程里，参赛队员们在球场上挥汗
如雨，释放着热情，不时上演精彩回

合。场上击球声、脚步声交织，场下
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健康生活，幸福工作。教职工气
排球比赛是夹江县教育系统的传统
比赛项目之一。通过比赛，进一步丰
富了教职工的业余生活，培养健康生
活意识，增强身体素质，同时也增进
了各校教师之间的凝聚力，展现了该
县教职工积极团结、健康向上的精神
风貌。

夹江县:举行教职工气排球比赛

本报讯（李荣富）为着力提升
沙湾区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师专
业素质能力，7月3日—7日，沙湾区
分期举行2022年暑期教师全员培
训，来自该区的在编教职工、“三支
一扶”支教教师以及西部计划志愿
者等共1200余名教职工参加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分为骨干教师
培训、学校管理干部培训、班主任
培训和教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4个
专场。在骨干教师培训专场，重庆
市特级教师、教师教育培训专家廖
帝学为大家作了题为《致敬教育路
上的每一个故事》的专题讲座，用
亲身实践讲述了自己在课堂观察、
课堂教学班级管理、班级文化建设
中的思考和实践。重庆市特级教
师、璧山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李洪
兵则带来了题为《破教学瓶颈，立

教学特色》的专题讲座，从国家层
面、区域层面、家长层面、教师层面
讲述了进行教学反思的原因，并结
合案例分析了教学反思的策略及
路径、形式等。

培训中，授课专家教师以自己
的亲身经历或真实案例，详细讲述
学校管理、班级管理、校园文化建
设、“双减”背景下如何实现提质增
效、学生心理健康指导等方面的知
识，并不时与台下的参培教师进行
互动交流。参培教师们认真聆听
讲座，做好学习笔记，努力提高自
身教育教学水平。“举办此次教师
全员培训，旨在培养一支政治素养
高、专业素质能力强的教师队伍，
着力提高全区教师教育教学创新
能力，在全区教育教学改革中能勇
挑重担，积极推进教育改革。”该区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沙湾区：

1200余名教职工暑期“充电”忙

本报讯（刘蒙）近日，五通桥区
“文化传承 强国有我”青少年书画传
习大会现场书画比赛在乐山东辰外
国语学校举行。

为引导五通桥区中小学生坚定
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传习
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中国书画艺术，
五通桥区教育局面向全区中小学生

选拔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参赛选手，
经过层层选拔，共有40名优秀选手
进入决赛。

本次比赛分中国书法、中国画2
个类别和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3
个组别。比赛现场，选手们泼墨挥
毫，大显身手，通过书画作品表达自
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展现出丰

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展示了该
区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

据了解，本次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
现场书画比赛设艺术作品一、二、三等
奖及优秀指导教师奖，并颁发相应证
书。获评一等奖的选手将代表五通桥区
参加市级选拔赛，在市级选拔赛中脱颖
而出的选手，将被推荐参加全省决赛。

五通桥区：举办现场书画比赛

本报讯（记者 张波）日前，第十二届全国
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公布获奖名
单。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团队作品在大赛
中获奖，其中，作品《“弦耕不辍，薪火相传”武
大西迁乐山记》荣获红色足迹微视频西南赛区
特等奖，入围决赛；作品《烽火西迁路》荣获红
色精神微讲解西南赛区二等奖。

据悉，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
每年举办一届，是目前全国范围内以大学生为
主体的规模最大的红色旅游专业赛事。本届
大赛设置有“红色足迹微视频”“红色精神微讲
解”“红色故事微漫画”“红色旅游线路设计”

“红色旅游目的地设计”“红色文创产品设计”6
大参赛类别，吸引了全国943所高校、7085支
队伍、3.8万名师生参加，提交作品4613项，创
下新的参赛规模记录。

近年来，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旅游艺术系在
人才培养方面紧密结合专业教学实际，坚持学
以致用，注重将地方文化、红色文化融入专业
课程教学，实现寓教于游、以赛促学，让青年学
子近距离感受中国共产党革命史、改革开放奋
斗史、新时代奋进历程，运用专业知识和青春
力量，丰富红色旅游建设内容，自觉传播红色
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学生作品获奖

本报讯（记者 张波）为进一步加强防溺水
及交通、防疫、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安全工作，保
障学生生命安全，6月30日到7月2日，沙湾
职中组织教师开展了为期三天的安全教育家
访活动。

“家长，你们家离河边很近，暑假中要注意
防止孩子私自下河游泳。”“家长，你家旁边就
是一大片树林，要提醒孩子注意防火。”“家长，
你们家门前就是公路，来往车辆多，一定要让
孩子注意交通安全。”在入户宣传安全教育过
程中，教师们仔细询问家长学生近期在家的表
现情况，强调道路交通安全、森林防灭火安全
等，特别注重防溺水工作，详细向家长和学生
宣传防溺水安全知识和预防学生溺水措施，并
向家长、学生发放暑假学生安全告家长书等资
料。

通过此次安全教育家访活动，教师们将安
全教育送上门，把关爱带给每一位学生，有力
地加强了家校联动，帮助学生平安、快乐度过
暑假。

走村入户忙家访
安全教育送到家

本报讯（张珊）为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积极指导家长科学培养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近日，
市外国语小学举办“家长课堂”，该校300余名
2022秋季入学学生家长参加。

活动中，该校相关负责人做了题为《家校
携手 助力孩子 平稳起航》的讲座。前沿的教
育思想、鲜活的案例、声情并茂的讲解，让家长
们深刻认识到家庭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和家校
教育形成合力的重要性。同时给予了家长很
多教育技巧和方法的具体指导，引领新生家长
认同校园文化，构建和谐家校关系，实现幼小
顺利衔接。

随后，该校相关负责人还就家长们提出的
是否住校、是否参加衔接班培训学习、“双减”
之后如何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抓素质教育教
学质量如何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有效
缓解家长的焦虑，帮助家长进一步明确下一步
教育方向。

家校共育
助力成长

孩子们学习栽种青葱孩子们学习栽种青葱

夏令营中夏令营中，，孩子们学习制作过滤器孩子们学习制作过滤器。。 乐山东辰外国语学校乐山东辰外国语学校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