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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亲身体验模拟的职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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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绕二中心小学三至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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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同学来到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

饶集中营名胜区和上饶“嘿！优小镇”儿童社会职业体验中心，集中开展了一次

有意义的“触摸烽火岁月，体验职业人生”研学旅行活动。此次研学活动既是一

次生动的红色文化教育之旅，又是一次社会实践能力提升之旅，受到了家长与

同学们的欢迎。 姜卫锋 摄

嫩芽初现

李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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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当下受城镇

化速度加快、 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等多种因

素影响，学前教育压力不断加大，弋阳县教

体局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 联合住

建、 国土等部门坚决打好小区配套幼儿园

攻坚战，实验幼儿园、第二幼儿园（

701

幼儿

园）和“ 文星佳苑幼儿园”相继开园，北岸幼

儿园将于明年春季开园。 这是弋阳县管好

学前教育这本账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 弋阳县大力实施学前三年

行动计划 ，加大投入 ，秉承“ 建一所成一

所 ”的理念 ，积极改善办园条件 ，师资建

设得到加强

,

保教质量逐步提高 ，全县学

前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形成了以省级 、市

级示范幼儿园为龙头 、 普惠性幼儿园为

主体 、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 ，学前教

育网络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 ， 幼儿入

园难、入园贵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攻难点，领导重视、高位推动。弋阳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学前教育，明确了目标任务，

夯实了工作责任， 形成了县委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主抓，县政府分管领导具体落实，县发改

委、财政局、国土局、住建局、人社局、编办等

相关单位分工负责，乡镇政府、中心小学全面

配合的工作机制，坚持公、民办并举的原则，

层层抓落实，强化监管指导，从硬件建设、软

件提升、师资配备、资金保障、规范管理等多

方面全力推进学前教育的发展， 同时做到了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抓机遇，多方支持、加大投入。 目前，弋

阳县已投入

10

亿元高标准、 全面完成新

建、改建

17

所城区、农村中心幼儿园，新增

幼儿园校园面积

13

万平方米， 新建园舍

4

万平方米。 其中

2019

年县财政一次性拿出

8000

万元，新建、改建

11

所乡镇中心幼儿

园，各乡镇无偿提供建设用地

6

万平方米，

新建园舍面积

2

万平方米。

2020

年秋季，该

县

15

所乡镇中心幼儿园全部开园

,

有

5

所

被评为市级示范幼儿园。 学前三年入园率

达

88%

，普惠率达

98%

，公办幼儿园在园人

数达

50.38%

，基本实现了人民群众对“ 幼

有所育，幼有优育”的美好期盼。

补短板，多措并举、内涵发展。 尽管全

县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短缺， 但该县坚持走

专业发展的道路： 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定

向生脱离小学岗位， 通过培训回到学前教

育队伍中； 招聘一批优秀的学前教育专业

教师充实幼儿教师队伍， 今年政府通过购

买社会服务，招聘了

104

名幼儿教师；充分

发挥弋阳县

2

所省级示范幼儿园的辐射引

领作用， 从省级示范幼儿园中选拔

9

名优

秀中层干部出任乡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带

动所在地的学前教育走规范化、 专业化道

路；积极组织现有骨干教师参加省、市组织

的学前教育教师培训，先后培训

322

人次；

在园内开展学习和研讨，建设学研文化、加

强园际交流，促进教师业务提升。

强保障，常态督导、常抓不懈。 围绕幼

儿安全、品质提升等关键环节，该县主要领

导多次调度，县政府分管领导具体抓，经常

到一线解决实际困难。 秋季开学教体局联

合卫健委、市管局、消防大队对所有幼儿园

就疫情防控、校园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

全、进行拉网式安全督查并提出整改意见，

加强了幼儿园安全保障工作， 同时注重培

养幼儿及家长的安全意识。

广信一小举行纪念孔子诞辰活动

教育快讯

本报讯

9

月

28

日， 广信区第一小学举行了纪念

孔子诞辰活动，一、二年级全体师生身着汉服参与。

活动中，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边诵读“ 君

子九容”，一边整肃衣冠，学习“ 为学做人，先正衣

冠，后明事理”的道理。 仪式上，老师们带领学生向

先哲奉赠“ 六礼”———芹菜、莲子、红豆、红枣、桂圆、

干瘦肉条，以此致谢。 学校领导则带领学子面向孔

子像肃立，三行高揖礼，以表达对老师的尊敬与爱

戴。 接着，各班学生代表纷纷上台，手执鼓槌，击鼓

明志。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活动逐渐推向高潮。 同学

们手捧《 论语》 ，大声诵读，在朗朗书声里沐浴圣贤

智慧。 手捧献花，在致敬与答谢中明礼立德。 最后，

仪式在全体人员表演的礼仪舞蹈《 师说》中圆满落

下帷幕。

本次活动让师生进一步认识了孔子的影响和

贡献，在现场感受到了蓬勃的文化力量，坚定了文

化自信。

(

王璘

)

市二中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 “ 生， 一般指戏曲

中扮演男性角色的人， 旦是指扮演各种不同年龄、

性格、 身份的女性角色……”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让学生领略戏曲艺术魅力，

9

月

25

日下午，

市二中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戏曲进校园” 主题

教育活动。

首先进行的是戏曲专题讲座， 学生们通过老师

精美的课件， 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及京剧

的艺术特点。 接着是节目表演 《 说唱脸谱》 ： “ 蓝

脸的窦尔墩盗御马， 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黄脸的典

韦， 白脸的曹操 ， 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在

一颦一笑 、 一拂袖 、 一转身及婉转的唱腔中 ，

同学们感受到了戏曲艺术之美。

“ 戏曲进校园”， 是创建文明校园的重要内容。

此次活动让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戏曲艺术的独特

魅力和艺术价值， 进一步增强了学生们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上饶中学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本报讯 袁扬 记者蒋学华报道：

9

月

25

日下午，

上饶中学为增强全校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防患于未

“ 燃”，筑牢校园“ 防火墙”，组织高一远航年级开展了

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为使演练更具有实效性、教育性，保障演练活动

安全有序进行，该校制定了详实的演练方案，对演练

的程序、人员组织及逃生路线等进行了详细部署。疏

散演练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学生公寓疏散演练，二是

教学楼的疏散演练。 演练阶段各个楼层指挥员和同

学们迅速就位，指挥员全力以赴各负其责。随着急促

的警报声响起，公寓楼、教学楼各个楼层发生了“ 火

灾”，楼道浓烟滚滚，瞬间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各班同

学在班主任及教官的引导下，俯下身，弯下腰，用衣

物等捂住口鼻，按照事先规划好的路线，快速、有序

地逃出火场。仅用几分钟的时间，就逃离到学校操场

等空旷处。 到达操场后，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向教

官报告，以确保所有人员已安全撤离。

活动中，同学们还学习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教官们细致地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步骤和操作

方法 。 老师和同学们认真听讲 ，并现场进行了灭

火器灭火实操演练，掌握了灭火器的使用要领。

本次消防演练， 提升了学校火灾疏散的组织和

管理水平，师生们熟悉了逃生路线，积累了应对火灾

的经验。

国庆期间，记者在市新华书店和市图书馆，发现不

少家长陪孩子一起看书。

10

月

5

日下午，记者在市新华书店，看到不少家

长在陪孩子们看书。“ 陪孩子一起看书，既可以培养孩

子的阅读兴趣，增长孩子知识，还能增进家长与孩子间

的情感交流。我还顺便买了一本孩子喜欢的书，回家继

续讲故事。”一位名叫毛丽君的家长说，她是一名老师，

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孩子到书店看书，刚好借国庆

长假陪陪孩子。记者看到这位家长的孩子正在翻阅《 三

毛流浪记》 ，而毛丽君的手上也在看《 三毛流浪记》 。“ 通

过和孩子一起看同一本书， 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身心

的成长状态，及时跟进陪伴指导。 ”毛丽君说。

“ 近年来，在节假日陪孩子看书买书的家长越来越

多了，生活水品和文化知识越来越高的家长，愈来愈重

视孩子的教育。 ”书店的工作人员徐月红说，选择不同

教育内容的儿童读物，比如习惯养成类、成长类、经典

绘本和孩子一起共读，少了唠叨，将好习惯不知不觉、

润物细无声地教给孩子。

在市图书馆的儿童读物区域 ，记者也看到许多

家长和孩子们一起看书 ，有的家长和孩子不时小心

地窃窃私语 ，似乎在讨论什么 ，有的家长在指导孩

子做笔记。

“ 好久没来图书馆了，自从有了手机就没有那份安

静的心去图书馆看书了，今天来陪孩子看书，培养一下

孩子看书的习惯， 不能把我们手机不离手的坏习惯带

给孩子。”家长李雪说，“ 亲子阅读是一种温暖的爱的互

动，这份爱的陪伴，也会融入到孩子的成长中。 ”“ 妈妈

陪我一起看书，我感觉好温暖，同时也觉得妈妈是在监

督我学习， 所以我看书比以前一个人在图书馆时更认

真。 ”李雪的孩子说。

“ 妈妈或爸爸带孩子一起看书， 这种一对一的模

式，最能培养孩子的注意力。 孩子喜欢模仿父母行为，

父母参与的活动会让孩子兴趣大增。 而且父母和孩子

在阅读中建立的情感交流， 是孩子成长中最需要的营

养成分。这种爱让孩子感受到阅读的幸福，并让他一生

爱书。 ”市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夏冬仙说。

日前，从省教育厅传来好消息：李少南被

评为江西省第四批中小学学科带头人。

2008

年硕士毕业的李少南，是余干一中的

历史高级教师，江西省第三批中小学骨干教师，

江西省第四批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市级名师。

2016

年

8

月，李少南由县政府从外地省重

点中学引进余干一中。踏入余干一中，正值学校

初创阶段。虽然有着十多年高中教学经历，面对

新环境、 新挑战， 李少南过去的成就感荡然无

存，只有从零开始，埋头苦干。在教改上，李少南

把自己当作小学生看待，认真学习，积极参与，

以求进步。李少南时刻关注分层训练、走班教学

过程中了解学生状况，找学生谈心，帮助他们化

解困难。 作为历史学科组长， 每周认真组织好

“ 五主”教研活动。 提前定好主题，选好主持人、

主讲人和主评人， 对主编撰写的美篇进行详细

的审核。经过三年的不懈探索，李少南在分层训

练、走班教学和“ 五主”教研方面有了深刻的认

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继续为新课改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常言道：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

水。 李少南深深体会到，在当今科研兴教，呼唤

反思型教师、研究型教师的新形势下，作为一名

教师，需要不断学习。 李少南潜心钻研教材，反

复研讨新课标，订阅教学刊物，广泛汲取营养，

及时进行反思，转变教育观念，捕捉新的教学信

息，勇于探索教育规律。 近几年来，李少南积极

开展初中和高中历史试题命制的讲座、 中学历

史优质课讲座， 多次参与上饶市高三年级第一

次高考模拟测试命题， 参与编写了由江西省高

校出版社和省教育厅合作出版的地方教材 《 红

色文化》，

2018

年优质课《 祖国统一大业》先后

获得上饶市和江西省一等奖。其实，早在李少南

回到余干之前， 就曾经获得过全国中学历史优质课评比一等奖。

2019

年，他被聘为南昌大学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县教育局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李少南于

2017

年创办了

“ 余干一中李少南工作室”。 作为负责人， 他结合学校教师的实

情，制定了工作室的宗旨、培养目标和实施方案，采取任务驱动

的方式促进全体成员成长。这几年来，李少南带领工作室成员学

习原创试题的方法和原则，并与江西省金太阳公司、教学考试杂

志社和天星集团进行长期的合作， 每年承担上饶市高三第一次

模拟考试试题的编制， 带头并指导成员积极参加市级命题和优

质课竞赛，先后有

10

人次获得市级各类教研成果一等奖。 在工

作室的引领下，全体成员在专业发展方面得到快速提升。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李少南丝毫没有懈怠。 他坚信，只要

辛勤耕耘，挥洒汗水，定能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去年的暑假 ，正值新中国七十周岁生日 ，爸爸

带着我随团参观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玉

山的怀玉山。

一大早，我和爸爸来到了集合点，等大家全到齐就

出发了。 一路上，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手里拿着小红

旗，高声唱着《 歌唱祖国》 、《 我的祖国》等红色歌曲，随

着歌声的飘荡，很快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怀玉山。

我们的第一站是参观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纪念馆。纪念馆四周挂着许多烈士的照片，展览柜里

陈列着先烈们使用过的武器、生活用品。看着这些珍贵

的纪念物品， 听着讲解员深情地向我们讲述当年红军

战士们历尽千辛万苦，不惜牺牲生命，抛头颅、洒热血

的英雄事迹，我不禁感叹：为了建立新中国，我们的红

军战士是多么伟大呀！

从纪念馆出来，我们来到了清贫园。 说到清贫，我

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的就是革命先烈———方志敏烈

士。清贫园内，方志敏的雕像巍然屹立。我们神情肃穆，

在方志敏的雕像前献上了鲜花，默哀了三分钟。默哀结

束，所有人齐声诵读《 可爱的中国》片段，那声音洪亮激

荡，响彻云霄。

最后大家来到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碑 ，上面

雕刻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为了可爱的中国 ”，我

在心里默念 ：英雄们正如你们所愿 ，现在的中国已

经很可爱了！

回程的路上， 我思绪万千， 作为新时期的少先队

员，我要努力学习，传承革命先辈的精神，将来更好地

建设我们的祖国。

（指导老师：罗素英）

红 色 之 旅 获 洗 礼

逸夫小学三（

1

）班 林琬昕

陪孩子看书好处多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抓 机 遇 补 短 板 强 保 障

弋阳学前教育实现城乡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