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余干县特殊教育学校举

行以“爱让城市温暖”为主题的爱心

义卖活动。 学生们将自己手工制作

的工艺用品、饰品、书画作品等物品

进行义卖。活动现场，各类义卖商品

琳琅满目，“顾客”们穿梭其中，纷纷

献出爱心，购买心仪的商品。 据悉，

该校坚持循环利用，倡导低碳环保，

义卖所得爱心款将用于资助贫困学

生及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韩海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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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晚上， 记者在广信区的吾悦广场三楼，一

家室内学习轮滑的场所， 看到许多轮滑少年们穿上轮滑

鞋、佩戴护具学习轮滑。 少数已熟练掌握的孩子，在教练

员的一声令下，宛若离弦之箭冲出，屈膝弓背、目视前方、

奋力向前；忽而几个交叉步，重心向左压低，在眨眼间抓

住时机弯道反超；个别失去平衡，摔倒了，来不及哭泣，下

意识地用手掌撑地一骨碌站起，继续前进，尽是一股不服

输的劲儿。

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玩轮滑够老练， 那么许多不满

10

岁的小朋友则是“ 萌翻全场”。 大大的头盔下是一张张

肉嘟嘟的脸，这些半人高的“ 小萝卜头”在场地上摇摇晃

晃，一会跌倒，一会爬起，或是在教练的帮助下重新来过。

有个别摔痛的小朋友，稚嫩的脸上又着急又委屈，憋着泪

水，或是干脆钻进在一旁观看的妈妈怀里。 记者了解到，

学习轮滑的孩子以不到

10

岁居多。“ 如果没有吃苦的精

神，如果没有无数次跌倒，孩子就学不好轮滑的技术。”一

位在旁陪伴孩子的家长说道。

边学边玩，还能锻炼身体，丰富暑期生活，这是许多

家长送孩子学习轮滑的初衷。教练李康健告诉记者，轮滑

作为一种全身性运动， 能够很好地锻炼肌肉力量和关节

灵活性，对心肺功能和平衡能力都有促进作用；同时，在

一次次的拼搏中，孩子们的意志力、心理素质、分析判断

能力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据悉，轮滑，又称滚轴溜冰、滑旱冰，是穿着带滚轮的

特制鞋在坚硬的场地上滑行的运动。 轮滑是一项全身性

运动，能帮助协调人体平衡性，锻炼身体。 作为健身运动

的一种，目前，轮滑已经成为普及率很高的一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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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干：

防溺水安全教育常抓不懈

暑期工：磨炼自己 增长见识

磨炼自己增长见识

“ 快来看，快来买，好吃又便宜的西瓜。”

7

月

19

日晚上，

广信区旭日广场的乐卖特超市里，

18

岁的张丽敏正在推销

西瓜。 因为服务态度好，这名长相亲切的小姑娘得到许多顾

客的夸奖。

张丽敏是广信区第二中学高考生， 为了在暑假里锻炼

自己，也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她找了一份暑期工作。“ 自

6

月

25

日开始在超市上班，工资每月

2100

元，一天

8

小时的

工作时间。 ”张丽敏说，她的工作是每天负责水果区域的水

果推销，为顾客寻找需要的水果，一天之中，站着的时间比

较长，有些累。

看似简单的工作，却需要具备很强的责任心和耐心，以

及良好的社交能力。 对于这一点，张丽敏的工作能力得到了

销售经理温帆的肯定：“ 聪明又勤快的张丽敏年纪虽小，可

服务顾客很周到，给人感觉很亲切。 每天早上，她都是骑着

电动车赶来上班，从不迟到早退。 ”“ 暑假闲也是闲着，不如

出来锻炼一下，也能赚点学费。 另外，超市的环境不错，推销

工作不但能够学到很多待人处事的技巧， 也能积累一些社

会经验。 ”

“ 美女，你的奶茶好了，请问是现在喝，还是打包 ？ ”

7

月

13

日晚上 ，广信区吾悦广场的一家奶茶店 ，服务员李

雪热情招呼着前来的顾客。

20

岁的李雪，是上饶职业技术

学院的大一学生。 这个暑假，她选择在奶茶店做暑期工 ，

记录自己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暑期生活。 几天前，李雪正

式入职 ，烧水 、煮茶 、调牛奶 、切水果……每天早上

10

点

开始， 李雪就开始准备奶茶店一天的物料 ， 虽然事情琐

碎 ，但是青春活泼的她好学 、多问 ，很快就掌握了制作奶

茶的方法。“ 奶茶店的工作并不轻松，刚开始我还需要记

制作奶茶的流程 ，比如 ，一杯奶茶里面需要加几分糖 、几

分茶和物料的投入顺序等，都需要牢牢记住，才能确保奶

茶的味道是恰到好处的。 但是慢慢适应后，做起来就轻松

许多，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制作奶茶了。 ”李雪说，暑期打工

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践，当一名奶茶店的服务员虽辛苦 ，

但也很快乐， 既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 又增加了工作经

验，也让暑假更加有意义。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暑期工？

有的暑期工因为工作没做好， 所分配的任务完成得不

好，而被单位或是老板提前辞退了；有的暑期工因为没有规

划，没有明确目标，使得自己在暑期工结束后，感到没有收

获。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暑期工？上饶市步步高中介总经理吴

佳丽建议：

尽量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 如果你已经非常清楚自己

未来想从事的行业、岗位，有了比较明确的职业规划，那么

这份暑期工尽量与其靠拢。

不要嫌工作琐碎。 能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对做好，

对于新人来说已经非常可贵。 做暑期工是来学习、积累 、

沉淀、成长的，而且经验其实也都是从最简单的事情学到

的，如果连小事情都做不好，当然没有办法得到其他更大

的机会。

学点职场礼仪。 职场不是班级不是宿舍，与同事或事

顾客的交流措辞、接听电话、等待电梯，服饰着装等，都有

讲究。

尽快适应角色转换。 学生角色不会维持一辈子，要学会

去适应社会，努力提升自己。 另外，体会到暑期工的辛苦，才

会珍惜学校的美好时光，认真对待余下的大学生活。

兼职如何保护好自己？

暑期工该怎么保护自己，遭遇欠薪怎么办？ 市人社局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学生暑期兼职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

没有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报酬完全由双方约定，所以学生假

期兼职不适用《 劳动法》 。 但是这不意味着兼职就无法保障

自己的权益。 在应聘上兼职岗位之后，可提出签订劳务协议

的要求，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用人单位拒绝或推脱，

你又希望继续工作，可以在工作过程中，保留能够证明你从

事这份兼职的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记录等，一旦合法权

益受侵害，比如领不到酬劳时，可以作为维权的凭证。 维权

时，可找公安机关报案，到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拿出自

己收集的证据，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应聘的时候，个人信息不可随意泄露，证件更是不可抵

押，甚至连身份证的复印件也不要轻易交出。 如果在确定了

兼职后需要身份证复印件时，可在复印件上写清用途，以免

被用于不正当的用途。 一旦发现提交的证件复印件被用于

其他用途，应立即报警。

看到心动的工作，如何进一步确保这份工作的安全？ 市

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可先打电话去确认是否收费，必

要时可进一步确认是否需要类似于“ 培训费”、“ 拍照费”、

“ 抵押金”、“ 手工材料费”等变相收费项目。 如果确定不需要

收费后就确认对方的地址、联系方式等。 还可以了解兼职单

位是否正规，比如企业规模、求职者多否、企业执照是否齐

全、工作岗位是否明确等，如果要去单位面试或想前去实地

考察，最好拉上朋友陪同自己前去，还应告知父母自己的去

向。注意不要为了贪图所谓“ 高薪”而误入圈套。另需提醒的

是，兼职期间一旦发生伤害、中暑等，即便伤害与所从事工

作有关，也无法得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所以安全务工很

重要。

打工为了赚钱，做个兼职有最低工资标准吗？ 市人社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因工作类型不同而不同。 此外，不同地

区对于同一种兼职的薪酬也会有差异， 在上饶的兼职工资

有按小时计酬的，如配送员，每小时

8

至

10

元或者更高；也

有按月结算的，一般和实际劳动结果相挂钩。 同时，学生也

不能强迫用人方与其订立劳动合同、购买社保。《 劳动法》保

护不了暑期兼职行为， 但事前与老板订立一份民事合同或

进行关键性口头约定， 对于暑期工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处

置还是有利的。

本报讯“ 不准私自下水

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

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

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

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为

严防暑期溺水事故发生，切

实加强对孩子们防溺水安

全教育，

7

月

14

日， 余干县

黄金埠镇塘背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里，一堂生动有趣

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正在

火热进行。

天气炎热， 溺水事件进

入易发期和高发期。 防溺水

安全教育课上， 来自江西应

用工程职业学院和江西环境

工程职业学院的

6

名大学生

志愿者们与小朋友积极互

动，通过热身小游戏、观看动

画视频、 互动问答和案例讲

解等形式， 让孩子记牢防溺

水“ 六不准”，了解溺水原理

和水域危险性， 让大家掌握

自救和互救知识， 学生们在

一次次互动中掌握了防溺水

知识。

“ 我们这里靠近信江 ，

村里也有许多池塘，溺水事

故容易发生。 ”余干县黄金

埠镇塘背村村主任助理方

日华说，对孩子们进行防溺

水安全教育，就是为了在他

们心中种下安全第一的种

子，让广大学生掌握正确有

效应对溺水的方法，确保暑

期安全。

连日来，气温升高，为了

避免暑假溺水等安全事故的

发生， 余干县黄金埠镇塘背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组织

志愿者在全村开展防溺水宣

传教育活动， 并利用暑期走

进学生家中， 对学生以及家

长进行安全教育和提醒。 目

前 ， 该村已上门走访学生

100

余名， 发放防溺水安全

宣传单近

500

余份。

（ 韩海建）

本报讯“ 外出游泳时，

跟着爸爸妈妈；打雷时，不要

躲到树底下；玩游戏时，要你

汇款就坚决不干……” 连日

来， 广信区煌固镇黄塘小学

的各班班主任， 在家长微信

群里给学生发送有关暑期安

全教育的内容。 这是该校在

暑假期间严抓安全教育的一

个缩影。

为确保师生在暑假期

间生命安全和财产不受损

失，该校在校园周边和学生

所在村落，以及各村孩子玩

耍集中地实地检查，排除隐

患。 同时，学校在班级的家

长群、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召

开“ 防汛 、防洪 、防溺水 ”主

题班会 ， 强调夏季气候多

变 、突变 ，常会出现打雷闪

电、大暴雨、冰雹、龙卷风等

灾害性天气，叮嘱师生减少

户外活动，远离山体、洼地，

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

和泥石流的危险区域活动

停留 ，不到小溪 、河流等水

域捕鱼玩耍和游泳，遇到灾

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已外

出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灾

自护。

通过开展暑期安全教

育， 使全校师生掌握了安全

知识，树立了安全意识，贯彻

了“ 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

安全教育方针。

（ 蒋学华）

本报讯 为深入基层接

触社会， 关爱留守儿童，助

力基础教育 ，近日 ，南昌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守望未

来”暑期社会实践队的志愿

者们，来到广信区田墩中学

开展为期

3

天的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

志愿者们围绕关爱留守

儿童，助力基础教育主题，开

展了走访留守儿童家庭、趣

味课堂、 留守儿童情况调研

等一系列活动，把立大志、明

大德、成大才、担大任自觉融

入大学生成长成才与追梦新

时代的征程中， 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

磅礴青春力量。

在实践活动中 ，“ 守望

未来”实践队为传播党史知

识 ，传承红色基因 ，助力留

守儿童从党的历史中坚定

理想信念， 汲取精神力量，

还将党史宣讲融入到了此

次实践活动中。

此次南昌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 守望未来 ”暑期

社会实践队走进乡村中学，

关爱留守儿童，助力基础教

育，队员们在实践过程中也

锻炼了能力和本领，更加坚

定了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的理想信念。

（ 蒋学华）

黄塘小学：

扎实做好暑期安全工作

南昌大学：

暑期实践队走进田墩中学

随着暑期长假的开始，很多高考生、

大学生利用假期做起了兼职， 与社会来

个亲密接触。 促销员、服务员、导游、家

教、快餐店或超市收银员，这些工种成了

暑期工最常见的岗位选择。

义卖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