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县 态动动

校园 递快快

记者获悉，以沐川丰富的自然
资源为载体，新华文轩还陆续开发
了“地学科创、自然科学、农耕文
化、职业规划”四大主题的10多门
精品课程，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
学段，受到省、市专家一致好评和
广大学生及家长的欢迎。

——文轩行知地学与科创研
学基地课程，包括《小小气象科考
官》《湿地水源科考官》《蓝星守护
行动》，通过开展地学研学实践活
动，巩固拓展学生的地球科学知
识，培养学生考察探究能力。

——沐川职中中小学生劳动
和职业启蒙教育基地课程，包括
《生活达人养成计划》《见习生蜕变
日记》《大国工匠之“匠魂崛起”》，
让学生进行生活技能学习、职业生
涯规划、职业技能实践和劳动价值
观塑造。

——沐川竹海自然主题研学

基地课程，包括《竹林奇妙物语》
《沐川丹霞石头记》《少年沐川竹梦
行》，凭借景区丹霞山体洞穴、天然
竹海等丰富资源，让学生通过自然
探索、标本采集、动手实践等方式
认识外部世界。

——牛郎坪现代农业科普教
育基地课程，包括《话说家乡给你
听》《乡物传奇指尖幻化的沐乡之
魂》《沐川非遗“寻踪记”》，让学生
们在农事劳动中感受农耕文化、增
强劳动意识、培养劳动品质，激发
热爱家乡之情。

——魔芋科技研学基地课程
有《小小魔芋调查员》。学生以魔
芋农科、魔芋栽培、魔芋美食、魔芋
加工为切入点，加深对沐川魔芋种
植的了解和认识。

——利店镇大坪村茶文化研
学基地课程《小小茶童研茶技传
承茶智兴沐乡》，让小茶童在心中

凝练和提升“茶”所带来的民族
自信。

——富新镇太和村劳动与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课程《话说家乡给
你听——小沐童寄给远方的回
信》，让学生在体验与探索中，增强
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

……
“沐川县人民政府授权新华文

轩为沐川县中小学生劳动综合实
践和研学教育活动运营机构，我们
将坚持‘教育性、实践性、安全性、
公益性’原则，把沐川县劳动综合
实践与研学教育服务工作做扎实，
尽早把沐川研学旅行线路并入乐
山研学小循环、全省研学中循环及
全国研学大循环中去，为沐川县文
化、教育、旅游的深度融合，实现

‘沐源文化’的传媒化、产业化和旅
游化做出文轩贡献。”新华文轩乐
山市公司总经理李欣说。

■ 记者 张力 文/图

沐川县启动2023年春季中小学劳动综合实践和研学教育活动

在“天然氧吧”打开“绿色课本”
沐川有“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拥有独具地方特色

的研学资源。2021年，沐川县人民政府与文轩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面启动“劳动综合

实践与研学教育·沐川项目”，围绕“一根竹、一叶茶、一

颗芋”为重点的现代特色产业体系研学资源，以自建、合

作等形式建设了7个研学基地。

近日，“生态沐川·绿色行知”科普研学品牌发布暨

研学首发团启动仪式举行，拉开了沐川县2023年春季中

小学劳动综合实践和研学教育活动的序幕。县域内的

中小学生将分批前往7个研学基地开展研学活动，直至6

月结束。

期间，同学们将在“天然氧吧”打开大自然的“绿色

课本”，通过游中学、学中研、研中思，丰富课外知识、拓

展视野，激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爱生活情感，全面提升

综合素质。

“当按下光环板按钮后，光环
板的所有LED灯能依次显示‘红、
绿、蓝’3种颜色，每种颜色持续一
秒……”当日下午，在文轩行知地
学与科创研学基地内，来自沐川
县第二实验小学的研学首发团，
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光环板及拓
展传感器的使用方法和功能，并
在学习掌握慧编程软件的基本操
作后，完成炫彩光环板的编程任
务。活动现场，同学们兴趣盎然，
用平板电脑跃跃一试，小组学习
氛围浓厚。

同时，在沐川职中中小学生
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基地内，同
学们学习神奇的“整理收纳术”，
并走进日常生活中的厨房，认识
不同厨具、餐具的用途及功能，学
习其使用方法；在“厨房烹饪达人
秀”环节，大家学习简单烹饪技
法，分组开启“厨神烹饪”挑战，动
手制作一份感恩冷餐，带回家送
给最爱的人……

“今天的研学活动让我受益
匪浅，比如整理和收纳让我学习
了叠衣服的技巧，餐桌礼仪学习
更正了我吃饭时的不良习惯，学
习制作感恩冷餐……整个研学活
动锻炼了我的动手动脑能力，让
我成长为一名‘生活小达人’。”沐
川县第二实验小学四（1）班学生
陈诺告诉记者。

据了解，除文轩行知地学与科
创研学基地、沐川职中中小学生劳
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基地外，新华文
轩根据战略合作协议，按照“有基
地、有课程、有导师、有实践、有评
价”的原则统一规划沐川研学体
系，以自建、合作等形式还建设了
沐川竹海自然主题研学基地、牛郎
坪现代农业科普教育基地、利店镇
大坪村茶文化研学基地，以及魔芋
科技研学基地、富新镇太和村劳动
与研学实践教育基地。7个研学基
地将为同学们开展丰富多彩的研
学活动提供重要载体。

开发研学课程 打开大自然“绿色课本”

本报讯（喻刚风）近日，市特殊教育学校
举行乐山师范学院2019级本科生——乐山特
校教育实习见面会。

实习见面会上，实习教师代表吴冰冰发言
谈实习生活的计划和期待，表示将不负领导和
老师的厚望，积极做事，干好实习工作。接下
来，该校各教研组长分享了各学科的教育教学
经验。培智语文组组长黄燕围绕如何把握培
智语文学科特点、如何编写落实教案两大方
面，分享以生活实用性为前提、深挖教材内涵、
充分了解教学对象特点等心得体会。培智数
学组组长王玲从课堂实例“上下，前后”入手，
谈培智数学学科的生活化教学。聋语文组组
长朱彬提到要研究教材、读懂学生、掌握教法，
特别提出要在实习过程中有效学手语、将聋生
的思维特点与课堂板书搭建联系。聋数学组
组长王梨提出家庭教育对学生学习特点、教学
开展和评价的影响，基于聋生的个性特点开展
趣味活动，重视个别化辅导，实现生活化教学。

市特殊教育学校相关负责人作总结发言，
并提出几点希望：实习生要注意遵守师德师
风，怀着对特殊教育的爱，主动向老一辈教师
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夯实教育教学基本功；
要注意自己的角色转化，在各方面做好学生的
引领者。

举行教育实习见面会

教育培训事业部总监：黄培
新闻热线：13308138586
邮 箱：lsrbjiaoyu@163.com（日报）

市特殊教育学校

本报讯（韩秋苹）为舒缓学生高考压力，
磨砺学生意志，后期更有效备战高考，近日，乐
山二中高三年级学生开展徒步研学游览乐山
大佛实践活动。

当日9时许，同学们到达目的地——乐山
大佛（北门），各班以小组为单位，有序检票、进
入景区。大家拾级而上，在地图的指引下走进
沫若堂，欣赏郭沫若中学时的笔记；来到灵宝
塔，领略古人的智慧；在丹墙碧瓦、绿树掩映的
凌云寺，感受古人的虔诚……随后，同学们还
用借位拍照的方式摸摸大佛的头、捏捏大佛的
耳朵，并通过游客通道下到大佛脚下抱抱佛
脚、放松身心，陶醉在自然美景中。

游览过程中，同学们还主动合力抬轮椅，
帮助行动不便的游客上台阶，积极践行雷锋精
神、传递正能量。

本次研学活动，同学们既亲近了自然、放
松了身心，又强健了体魄、磨炼了意志、坚定了
理想信念，收获满满。

徒步研学 备战高考

本报讯（梅兰丹）为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
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乐山市县
街小学“经典润泽生命 好书伴我同行”读书节
启动仪式举行。

启动仪式上，市县街小学相关负责人希望
孩子们能以读书节为契机，多读书、读好书，掌
握知识、增强本领，并寄语全体师生应当抓住
机遇，形成爱读书的自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
伐，以过硬本领奏响激昂嘹亮的青春之歌，成
就无愧于心的精彩人生。教导处负责人宣读
了读书节的具体方案，学校将围绕“好书推荐”

“名言警句”“经典诵读”“好书跳蚤市场”等主
题开展活动。同时，学生代表分享了自己读到
的好书《活着》。

仪式结束后，孩子们纷纷来到好书推荐卡
展览墙前，驻足观看、认真记录。这些推荐的
书籍不仅营造了浸润式的阅读氛围，还为孩子
们打开了一扇知识的大门，激发了大家的阅读
兴趣。

启动读书节活动本报讯（刘蒙）为进一步加强五通桥区
名师（校长）工作室的建设管理及专业指导，
确保工作室各项活动顺利开展，近日，五通
桥区教育局开展名师（校长）工作室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副
校长、著名特级教师卿平海，成都高新区教
育发展中心教师发展部副部长杨丽两位专
家进行专题讲座。12个名师工作室的领衔
人及成员参加培训。

培训中，卿平海以《共建共研共创共进》

为题，作专题讲座。他从基于“掌”的识字教
学建模出发，提出“学习任务群”的概念，阐
明了如何设计基于学科素养的教学模式。
同时，对工作室运行机制的突出问题和解决
方法进行逐一讲解。他建议，要从专业深度
阅读、专业经验提炼、微课例深研修、微课程
深研发、微课题深研究等7个方面开展工作
室专业活动，以达到预期效果。

杨丽做专题《名师工作室：开创教师集
群发展新境界》的分享。她表示，作为名优

教师有条件、有责任依托名师工作室，带领
老师们集群攻关，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进“课程—教学—评价”一体化改革等
方面积极作为。她建议从“集群创生四线展
开”“异质研修三部曲”“多元联动，共享优质
资源”3条路径开展工作室建设。

本次培训为名师（校长）工作室更好的
发展提供了学习平台，实现了资源共享、智
慧生成、全员提升的目的，有利于推动工作
室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五通桥区教育局：

开展培训 助推名师（校长）工作室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力）为全面推
进“绿秀夹江”行动，增强全民绿化
意识，近日，夹江县教育局组织30
余名局机关干部前往该县木城镇
泉水村，参加“绿秀夹江”义务植树
活动。

当日9点30分，在植树活动现
场，大家三人成组、五人成队，分工
协作、配合默契，在清除坑内石块
等杂物后，或挥锹铲土或扶苗培土
或踏土夯实，放苗、分层覆土、浇水
等整个过程一丝不苟、有条不紊，
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
景。不久，15株银杏树被种植到
土地里，大家体会到劳动的喜悦。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非常有意
义，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
念，争做生态文明的引导者、实践
者、传播者，用实际行动助力夹江
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为美丽夹江
贡献一份教育力量。”夹江县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夹江县教育局：

组织参加“绿秀夹江”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波）为了进一步强化师生的防
诈防骗意识，深化平安校园建设，近日，乐山一职中
法治副校长、市公安局宣传科民警鲁勇，市反诈中心
民警黄莎莎、朱可等一行，为师生们带来一场“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题讲座。

讲座中，通过小视频，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案例
给大家讲解。中职生重点要警惕哪些类型的电信诈
骗呢？要警惕所谓“可以轻松赚外快”的网络刷单类
诈骗，凡是让你刷单的都是诈骗；特别注意冒充客服
退款诈骗，声称订单无效要“退款”、数倍“赔偿”，引
诱你点击钓鱼链接的都是诈骗；警惕素未谋面的网
友，不要被“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冲昏头脑，不要随
意转账、借钱给对方。

讲座特别提醒同学们，不要出租、出售、出借自
己的银行卡、手机卡、网络社交账户和网络支付账
户，国家对此类行为的惩戒极为严厉，不要为了蝇头
小利被骗子利用，成为犯罪的“帮凶”，从而葬送自己
的前程。

当天，反诈中心的民警们还指导同学们安装、下
载反诈APP。师生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将筑牢反
诈“防护网”，提高防骗“免疫力”。

乐山一职中：

反诈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张波）为切实提高学校食堂管理
水平，确保学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沙
湾职业高级中学开展“绿色餐饮 标准先行”卫生安全
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活动中，学校充分利用教师大会和学生集队集
会、校园广播等各种形式，对全校师生进行“绿色餐
饮 标准先行”宣传教育。同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召开食堂员工专题培训会等形式，为食堂员工普及
和宣传《机关食堂管理服务规范》《餐饮分餐制服务
指南》等标准，要求员工务必做到节约、环保、健康，
让师生放心。通过系列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师生的
卫生安全意识，进一步提升了学校食堂员工的标准
意识，加强了学校食堂的规范管理。

近年来，沙湾职中一直积极开展厉行节约、制止
餐饮浪费相关活动，通过按班级需求定餐、光盘行
动、餐余垃圾称重评比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学生树
立了“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文明意识。

沙湾职中：

用心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在沐川职中中小学生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基地内，同学们学习制作冷餐。

植树活动现场 夹江县教育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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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二中

市县街小学

打造载体 建设7个研学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