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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校园足球活动水平， 推进足球联赛体系的建

设，

12

月

18

日，由上饶市教育局主办、上饶市足球协会

协办的

2021

年上饶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

(

高中组

)

顺

利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场地设在上饶中学、上饶一中，共

有来自全市

11

所高中的

11

支男队、

3

支女队，

300

余名

裁判、教练员、运动员参加。 比赛进一步推进校园足球活

动的开展，完善上饶市校园足球联赛体系，搭建了学校间

学习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更好地促

进了我市校园足球水平的提高。 蒋学华 摄

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赛

顺利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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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余干县实验小学通过邀请抗美援朝老战士进校

园，举办抗美援朝英雄故事演讲比赛、主题班会等活动，让

学生传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努力

学习，报效祖国。

韩海建 摄

市

五

小

以

文

明

创

建

为

载

体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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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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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

“双减”落地显特色 劳动教育助成长

———弋阳 701 学校开展劳动教育侧记

弋阳方志敏希望小学打造红色校园文化

课程引领，助劳动教育“落地”

该校根据学生学情及地域特点编写了劳动教育校本教

材，在一到六年级全面推广劳动教育课程，保证每周一课时的

劳动教育。 弋阳

701

学校教导处组织任课教师认真研读教材，

由编者对教材进行解读，制定劳动教育课程计划，扎扎实实上

好每一节劳动教育课。 学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通过蔬菜种

植活动，认识各种蔬菜，了解各种蔬菜种植的时令，知道蔬菜

生长的规律，明确影响蔬菜生长的各种要素。 在活动过程中，

让学生知道每种蔬菜所含的营养成分， 懂得每种蔬菜的营养

价值是不同的，做到不偏食、不厌食，从而引导学生体验劳动

的喜悦，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感

受“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项目助推，促劳动教育“生根”

该校在设计课程时，充分遵循儿童心理发展特征 ，低段

着重于认识和初步了解蔬菜知识，中高段则在此基础上，更

加着重于蔬菜种植和培育。 重新设计改造了校内劳动实践

基地，且根据季节不同，开展应季蔬菜种植活动。 春季种植

辣椒、芹菜、莴苣等；夏季种植丝瓜、苦瓜、卷心菜等；秋季种

植豆角、四季豆等；冬季种植萝卜、白菜等。 学生在种植的过

程中深入了解每一种蔬菜的生长知识。 同时，学校将“ 劳动”

与“ 作业”相结合，学生在校与老师一起劳动，在家与家长一

起劳动，劳动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生活，真正做到以体力劳动

为主、手脑并用。

科学评价，收劳动教育“硕果”

该校根据劳动教育评价制度， 细化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评

价内容。 首先每学期每位学生根据评价内容和标准进行自评，

再以家长评价

(

自我服务劳动和家务劳动

)

与学校评价

(

校内劳

动和社会实践劳动

)

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进行综

合性评价。 除此之外，学校还会以劳动成果展示的方式对学生

进行评价。“ 双减”之下，劳动教育的扎实开展，使学生得到成

长：全体学生参与家校日常生活劳动，他们的自理自立能力明

显得到提升；项目式的劳动让学生懂得关爱他人、关心社会，

综合素养明显提升。 孩子们身上的变化也影响着父母，家长对

学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让家校沟通更加便捷，从而促使学校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 马艳）

文明校园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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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有着

80

年办学历史的上饶市第五

小学，在文明校园的创建中，以“ 传播新思想、弘

扬新品德、培育新风尚、传递新关爱、传承新文

化、成就新梦想”为目标导向，将文明校园的建

设落到实处， 开展了独具该校特色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市五小先后获得“ 全国未成年人生

态道德教育示范学校”“ 江西省人民满意学校”

“ 江西省文明单位”“ 江西省德育示范校”“ 江西

省平安校园示范学校”“ 江西省校园文化特色学

校”“ 第一届上饶市文明校园” 等荣誉及表彰共

计

90

余项。

弘扬新品德，“ 最美”育新苗。 该校围绕“ 尚

美教育”这一办学特色，每月设定小主题开展师

德教育活动。学校教师人人签订“ 师德师风责任

状”，公开“ 校长信箱”和师德师风监督电话，齐

抓共管让有违师德的行为无处遁形； 开展师德

师风微视频培训、教师互相上台讲“ 我的育人故

事”，提升教师思想道德修养；开展“ 最美”教师

评选，发现、挖掘、宣传身边好榜样……通过形

式多样、扎实而富有活力的师德建设活动，进一

步提升全体教师的思想素质。

培育新风尚，“ 三色”润童年。该校覆盖面最

广的大型活动是“ 三礼六节主题月”：入队礼、毕

业礼和开学礼， 让学生们在仪式感中迈入人生

新阶段；“ 读书节”“ 体育节”“ 艺术节”“ 科技节”

等， 让学生们在特色活动中舒展身心、 锻炼本

领。 同时，该校的雷锋精神学习月、清明祭英烈

争做好少年实践月、“ 最美劳动者”寻访月等，让

学生们在实践中学做人、学做事。 在此基础上，

该校以传承红色基因、浸润古韵文风、弘扬绿色

环保“ 三色之旅”为德育教育主题，弘扬主旋律，

着力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 培养学

生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感，让少先队员更知

责任、更有担当。 少先队员们争做“ 小志愿者”，

以保护信江河引导学生争做“ 小河长”，以清扫

卫生区域鼓励孩子争做创卫“ 小街长”，开展禁

烟宣传、环保宣讲、垃圾分类推广等活动；设立

并安排孩子担任“ 垃圾银行小行长”，处理废旧

物资，用所得收入购买食品、文具，看望福利院

的老人。

传递新关爱，扶贫暖人心。该校以“ 关爱、感

恩、回报”为教育切入点，进一步提高学生思想

道德素质。“ 爱心家教工程”一生一档有帮扶，爱

心资助学有所长，扶德扶志有奋进，给予贫困生

及留守儿童学习上优先辅导、生活上优先照顾、

活动上优先安排，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不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基础教育的起跑线上掉

队。 学校设立“ 知心姐姐”信箱、班级“ 心理健康

爱心服务站”，

8

位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加上各

班“ 知心姐姐”，个辅团辅相互交融，师生心理健

康教育全覆盖， 为创建健康和谐文明校园鼎力

相助。 （ 蒋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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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 弋阳县漆工镇方

志敏希望小学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学生

学习和成长需求，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

和创造性，挖掘当地红色资源，开展创

建特色校园系列活动。

该校成立红色经典诵读小组 ，通

过诵读 《 可爱的中国》《 少年中国说》

等经典诗文 ，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同

时 ，使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 同时

组建红色广播站 ， 让学生通过 “ 看 、

访 、听 、讲 、扫 ”五种形式 ，广泛挖掘当

地流传的红色故事 ，在校园内的广播

站中进行宣传广播 ，弘扬与传承“ 爱

国 、清贫 、创造 、奉献 ”的志敏精神 。 该

校注重培养红色小导游 ，选取三至五

年级的同学专门进行培训 ，培养学生

良好的交际与口才能力 。 组织学生讲

红色故事 ，培养学生爱国 、爱校 、爱家

的思想品德 。 此外 ，该校成立红领巾

合唱团 ，收集整理了

30

首通俗易懂 、

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 ，汇编成《 红歌

30

首》 校本教材 ，组织学生合唱 ，在

学习音乐知识的同时 ，用红歌激发学

生缅怀先烈 、感受生活 、积极进取 、健

康向上的文化追求 ，接受红色精神的

洗礼。

（ 蒋学华）

������

本报讯 为丰富教职

工的校园文化生活， 缓解

教师工作压力， 增进广大

教职工的友谊， 激发他们

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 ，

12

月

28

日，德兴市铜矿中学

举办了教职工趣味活动迎

新年。活动分为三个项目：

投篮比赛、集体跳绳、滚轮

胎接力赛。

只见投篮比赛现场 ，

所有的教师精神饱满 ，各

展神通， 有的单手投掷，

有的双手捧投，还有的举

步跳投， 大家你追我赶，

都争取精准命中篮球筐。

集体跳绳比赛，老师们随

着摇绳的节奏鱼贯而过，

不但眼疾腿快，还默契十

足，每一位教师都卖力地

为本队荣誉贡献自己的

力量。 在乐趣十足的滚轮

胎接力赛中，教师们整好

队伍，蓄势待发。 随着裁

判的一声哨响，队员们起

跑，别看小小的轮胎还真

是不好控制，一会方向跑

偏了，一会两个队员撞到

了一起，还有的追不上轮

胎的脚步，直接来了个大

马趴……整个赛场上掌

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接

连不断。

此次趣味活动迎新

年， 不仅为教职工们搭建

了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

加强了教职工团结合作的

精神， 同时积极引导教职

工参加体育锻炼， 传递了

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

（ 严月英 邵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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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2

日，市

教育局直属小学

288

名学

生入驻市青少年示范性综

合实践基地，参加为期五天

四夜的综合实践活动，标志

着市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

践基地投入运营。

市青少年示范性综合

实践基地是全国

150

个国

家级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之一，总投资

1.05

亿元，占

地约

100

亩 ， 总建筑面积

2.35

万 平 方 米 ， 可 容 纳

1000

名学生同时开展综合

实践活动。基地建设了主题

教育、生存体验、素质拓展、

科学实践、职业体验、人文

传承等功能区域，课程集场

馆活动、实践教育、户外拓

展为一体。 投入运营后，将

为我市中小学实施校外素

质教育提供创新型活动载

体，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提供系统性实

践平台。

（ 蒋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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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落细 “双减”

政策， 做好教育工作的

“加减法”，有效为学生的

健康发展服务，实现“打

造绿色文化，创建特色学

校”的办学目标，弋阳县

701

学校结合学校特色

和地域优势资源，开发劳

动教育课程，不断丰富学

生的劳动体验，让劳动教

育为学生成长赋能，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少年。

德兴铜矿中学

开展趣味活动迎新年

市青少年示范性综合

实践基地投入运营

�������

为增强校园文化

活力

,

提升校园文化内

涵

,

促进学生健康发

展，上饶市教育局举办

了上饶市中小学啦啦

操教练员、裁判员培训

班，全市中小学校

100

余名体育或舞蹈教师

报名参加培训，开班仪

式于

12

月

18

日在上

饶中学举行。

蒋学华 摄

培 训 啦 啦 操 教 练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