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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灵；

生态是生存之基， 环境是发展之本。 为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积极投身生态环保实践，上饶市第

一小学组织学生开展了“‘ 河’我一起，守护母亲河”河流

净滩集中行动。

少先队员在学校大队部的组织下， 由中队辅导员

带领来到了信江河岸。 他们身着统一服装， 手拿劳动

工具， 面对河边各式各样的垃圾， 人手一个垃圾袋开

始进行清捡 。 这些垃圾中以塑料垃圾为主 ， 有垃圾

袋、 泡沫、 编织绳等等。 不一会儿同学们就捡了满满

一袋垃圾。 大家把岸边的垃圾清理干净， 看到江岸恢

复原本干净整洁的面貌， 同学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

此次河流净滩活动， 清理了河流沿岸的垃圾， 为改

善河流生态环境尽绵薄之力。 孩子们也美化了家乡河的

环境， 弘扬了“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 同

时， 学校也将组织学生开展多项志愿服务活动， 为实现

河畅、 水清、 岸绿的大美上饶贡献更多的力量。

市一小开展“‘河’我一起，守护母亲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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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一中

开展认识“国旗、国徽、国歌”主题班会

教育快讯

市直属小学

组织少先队员观看红色电影

陪读父母 ：辛苦但很充实

本报记者 蒋学华

贞白中学

开 展 戏 曲 进 校 园 活 动

������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 国徽、 国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文化 、 历史。 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应该尊重国

旗、 国徽， 能唱响国歌， 以祖国为豪。

11

月

16

日， 弋阳一中德育处召集各班班长和体育

委员在学校报告厅开展认识“ 国旗、 国徽、 国

歌” 主题班会。

该校的王笑老师进行 《 国旗飘扬时沸腾中

国心》 主题演讲， 使学生知晓了国旗、 国徽、

国歌含义与基本常识， 明白了国旗、 国徽、 国

歌对一个国家及每一个中国人的重要性。 该校

的德育处主任叶德光以电影 《 战狼》 中的国旗

故事为导入点， 提出当下中国是世界大国， 作

为中国公民应当以祖国为荣， 而中国国旗、 国

徽正是祖国的象征， 作为中学生我们要在升旗

仪式上表现出中学生应有的素养和精神， 要表

达对国旗的崇敬之情。 主题班会上， 孩子们还

学习了国旗国徽国歌的礼仪。

“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富则国富”， 此次主

题班会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爱党爱国的信念，

引领了全校师生继承并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引导了学生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激励了全体师生以饱满的

热情， 昂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心去迎接学习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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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 为培育广大少

年儿童的民族责任感， 增强爱国主义意识，

11

月

17

日， 市直属小学组织少先队员到明珠影

城观看红色电影 《 金刚川》 。

电影 《 金刚川》 正式上演， 队员们认真观

看。 当看到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在暗流涌动的金

刚川上， 修补堪比生命线的木桥， 以血肉之躯无

悔许国时， 泪水模糊了队员们的眼睛。 队员们观

看电影后， 纷纷走上台前， 诉说心中的感悟， 数

度哽咽。

在活动最后， 全体队员在辅导员的带领

下重温入队誓词， 在队旗下宣誓 。 少先队员

们纷纷表示

:

自己胸前鲜艳的红领巾是无数革

命烈士用鲜血染红的， 将珍惜今日美好生活，

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 ， 从小树立远大志向 ，

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争做新时代

的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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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 上饶市越剧团来到广丰贞白

中学， 把优秀传统戏曲———越剧带进校园， 为学

子们献上戏曲大餐， 全校

4000

多名学子以及教

师在运动场一起观看了演出， 接受优秀传统文化

的熏陶。

市越剧团主持人介绍了越剧文化， 向师生们

讲解了各种戏曲角色， 生动的讲解马上引起了师

生的兴趣，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睹为快。 随后，

越剧经典剧目 《 红楼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小和尚下山》 《 手心手背都是肉》 《 望东方》

《 西湖山水还依旧》 等表演让师生们大呼过瘾，

师生意犹未尽。 为了让学子对越剧有切身感受，

越剧团的老师们还亲自教同学们学习表演王安石

《 梅花》 的动作， 进行形体动作表演， 四位学生

穿上戏服， 一招一式秀出了“ 戏曲范儿”， 博得

了一片掌声。

（ 杨恭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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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上午， 由上饶市教育局和上饶市体育局联

合主办的

2020

年全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上饶师范学

院田径场召开， 本次运动会为期

3

天， 共有来自全市各县

区、市直学校

16

支代表队，

478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通过

此次运动会锻炼了学生身心，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观念，培养

了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 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

术水平。 记者 蒋学华 摄

田径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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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

道： 为加强爱路护路宣传，

增强学生爱路护路意识和法

治观念， 增强学生爱路护路

的责任感，

11

月

16

日， 万

年县陈营小学与交通管理部

门联合举办“ 知路， 爱路，

护路， 共创平安铁路” 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 ， 通过观看

图文宣传栏 、 发放安全宣

传图册 、 致家长一封信等

形式， 向学生普及“ 知路，

护路 ， 爱路 ” 知识 ， 从而

有效提高学生共创平安铁

路的意识 。 图文宣传栏分

别以铁路安全之高速铁路

篇 、 铁路认识篇 、 安全常

识篇 、 法律法规篇等四个

方面不同角度 ， 向学生普

及 “ 知路 ， 爱路 ， 护路 ”

常识 ， 以图片配文章的形

式提高了学生对爱护铁路

安全认识的重要性 。 该校

各班还举行了“ 爱路护路”

主 题 班 会 ， 并 出 了 一 期

“ 爱路护路” 黑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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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牵挂，因为爱子心切，不少学生的父母从乡下来到

上饶市区、县城，来到孩子身边，形成学校周边区域的特殊

群体———陪读家长。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学校周边区

域有一群陪读父母居住于此。他们与学校比邻而居，每天的

“ 工作”就是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有的家长从小学一直陪

读到高三。“ 累并快乐着”是大多数家长的心声。

从小学陪读到高中

“ 自小学一年级开始，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环境，我

就让孩子进了县城的学校就读， 我自己特意从乡下到学校

附近租房子。 直至孩子在县城读初中、高中，到今年

11

月

份，我已经陪着孩子

11

年了。 ”

11

月

25

日，老家是广信区

煌固镇柘村的邱水菊说。 邱水菊租住在广信中学附近的阳

光府邸小区， 这里距离学校步行只需十分钟。 “ 孩子中午

不回来， 晚上回来住一晚， 在这里住得更安静， 孩子也能

够吃得更好。” 邱水菊觉得， 陪读就是为了让孩子生活得

更加方便。

像邱水菊这样在广信中学附近陪读的家长不在少数。

如今在小区物业上班的邱水菊称，在这个小区里，光她认识

的至少还有几十户陪读家长。“ 大多数都是妈妈在陪读，一

方面为了照顾孩子生活，另一方面也放心不下孩子。 ”

“ 孩子自初一开始便被选拔到上饶中学就读， 为了

更好地照顾孩子， 便特意从乡下到学校附近的翰林华府

小区租房子陪读。 孩子早中晚回到出租房吃饭， 并居住

在出租房 。” 老家是横峰的家长缪土仙说 ， 因为没有条

件买房子， 只好租房子陪读， 已经陪读

4

年了， 与她一

样陪读的家长光她认识的就有

20

多个。 “ 陪读开销大，

但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 吃得饱穿得暖， 我累一点也高

兴。” 缪土仙笑着说。

陪读家长兼工多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陪读父母中单纯陪读的并不多。

邱水菊告诉记者， 在这里陪读的家长大部分都在附近

的超市或是服装店做事。“ 我自己在小区的物业上班，每月

工资

2300

多元，还可以照顾到孩子。如果陪读不打工的话，

家里的经济支撑不了，因为城市里开销更大。 ”

记者了解到，除了邱水菊陪读的广信区阳光府邸小区，

还有蝶锦园、绿野春天、清华园等小区，因为距离广信区一

小、广信中学和广信区第二中学较近，那里也租住着不少陪

读家长。

在上饶中学附近的翰林华府小区居住的赵建英， 为了

照顾在上饶中学就读高一的儿子，和丈夫放弃乡下的农田，

来到这里租房子“ 陪读”。 赵建英租住的房子有

80

多平方

米，仅仅是简装，但是布置得井井有条，厨具很简单但基本

能满足需要，有电磁炉、煲汤锅，屋外有一个大的阳台。赵建

英告诉记者，在陪读的同时，她在儿子所在的学校食堂做清

洁员工作，一个月一千多元的收入，可以支付房租，生活中

大部分的支出靠丈夫在上饶市区打工。 记者从翰林华府的

物业处了解到，因为小区对面就是上饶中学，故在小区租房

陪读的家长就有

100

多个。“ 儿行千里母担忧，陪读为了更

好地照顾孩子。 ”物业员工于咏梅说。

让孩子自由飞翔

有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家长陪得太紧， 会让

自己放不开手脚做事， 缺乏自由感， “ 妈妈过来陪读自己

并不喜欢， 也没觉得十分排斥， 除了室友和老师， 没有告

诉其他同学， 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上饶中学高一学生陈

江兰说。 大部分学生表示， 能够理解父母陪读的心情和原

因， 但是过度陪伴让自己有点厌倦。 “ 妈妈来陪读， 每天

要求我及时回家， 晚上总催我早点睡觉， 觉得自己被管得

太严了。” 广信中学的高三学生王杰告诉记者， 感觉自己

脱离了班级。

不过，也有学生认为陪读是亲情的体现。在广信二中就

读高二的学生张林振毅觉得， 自己在高一时， 由于过度放

松，学习成绩不好，自高二开始，妈妈来陪读，妈妈起到良好

的监督作用，自己的学习成绩慢慢上升了。

广信中学的教务处副主任阮龙浩对陪读态度明确 ：

“ 不合适。” 他表示， 尤其是高中学生已经具备独立生活的

条件， 作为家长， 应当让孩子知道独立生活的重要性， 而

家长陪读对学生培养独立性显然没有帮助。 阮龙浩称， 家

长陪读是因为父母不放心上学的孩子， 其实这样是不必要

的， 孩子迟早要走上社会， 早点让他们独立地成长才是最

重要的。

“ 对于一些农村的家长， 在孩子学校附近找份工作，

挣钱补贴家用， 是正常的。” 上饶中学高一零班的班主任

燕艳告诉记者， 如果父母在陪读期间， 能够让孩子独立生

活， 并且对他的健康成长进行适当指导， 对孩子的成长也

是有利的。 但是在陪读过程中代替孩子做一些孩子力所能

及的事， 比如洗衣服、 打扫卫生等， 这对高中学生的成长

是很不利的。 “ 成长的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独立、 脱离父

母的过程， 所以父母应当调整心态， 放心地让孩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