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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10
月 12日，重庆市 12355“青春导
航 助力成长”青少年成长大课

堂走进乾丰镇中心校。区 12355
工作站成长引领师胡胜和区未成
年人心理辅导站咨询师吴贵川以

及乾丰镇中心校全体师生参加此
次活动。

此次活动共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胡胜为学生做“守护花蕾，防
止性侵”专题讲座。通过全面的案
例分析与讲解，详细介绍了关于性

侵害的法律规则，性侵害的种类，
性侵害的判断原则。同学们预防
被侵害的发生，面对性侵害要勇

敢说不、学会逃跑与自救。吴贵
川为学生们做“让生命绽放绚烂
光彩”专题讲座。以实际案例引

入话题，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案例，
让学生认识到生命是神圣的，不
要为了抗争以死相逼，更不要玩

死亡游戏。当遇到不能解决的烦
恼，可以找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站、
居委会、青少年机构倾诉。

我区青少年维权及自护教育走进乾丰镇中心校

■ 记者 刘晓娟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希望，国
家的明天。

近年来，我区始终把孩子们
的教育放在第一位，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线，立足学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全力实
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
育，让全区未成年人沐浴在阳光

下，如朵朵蓓蕾尽情绽放。

学校为主导
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学校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主阵地。在隆化五小，校园
围墙、教学楼、楼道墙壁上，“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牌随处可见；在兴隆镇中心校校
园文化长廊、黑板报以及教室内
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与
校园文化相融相现……

2017年以来，全区中小学紧

紧围绕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
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全面实施

“四有八为”德育课程，引导未成

年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同时，以创建文明校园为抓

手，通过“两大行动（文化提升行
动和校园保洁行动）”“双晒（晒校

园、晒文化）”活动，重点打造校园
文化，形成一校一品。比如兴隆
镇中心校的“早一步，赢一生”、头

渡镇中心校的“摆好人生第一渡”
等，各学校的办学环境、师资队伍
水平、学生文明素养都得到了大

幅提升。
南川中学成为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大

有镇中心校、北师大南川附校等
4所学校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校
园先进学校，隆化一小、黎香湖
镇中心校等 5所学校成功创建
为重庆市级文明校园，峰岩乡中

心校、骑龙镇中心校等 3所学校

被评为重庆市最美校园……如
今，在我区，文明正在各个校园

内遍地开花。

家庭为基础
形成家校共育合力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

堂，家庭教育是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

区教委基教科科长杨涛说，家庭

应该成为未成年人安全幸福的港
湾，未成年阶段是人的品德、个性

形成的重要时期，大部分时间是
在家庭度过的，教育与生活在时
间、空间、活动上往往是统一的，

更容易被孩子所接受，而家长的
教育责任尤其重要。

近年来，区教委通过“健全

组织”“加强培训”“引导管理”三
大途径全面强化家长的教育责
任，提升家庭管理能力。近三年

来先后邀请专家进校园开展家

校共育专题讲座 200余次，发放
调查问卷 30000份，收到建议约
5000条。

不止如此，我区还通过社区

家长学校，更好地推广科学的家
庭教育理念，帮助广大社区家长

了解正确教育孩子的方法。如
今，南川城区社区家长学校创建
率均达到 100%，乡镇创建率达
95%以上。今年上半年，在重庆
市第四个家庭教育日之际，东城
街道灌坝社区儿童之家通过开展

了“阅读新时代 书香润万家”亲
子阅读活动，引导家长从小培养
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亲子共

读成为培养孩子良好阅读习惯、

增进亲子感情的重要手段。

今年，我区还将社区家长学
校工作融入文明家庭建设中，开

展了“最美阳台”“绿色家庭”等创

建活动以及“阅读新时代 书香
润万家”“守护童年安全伴成长”

等亲子活动70余次，有力助推南
川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

三位一体
共创良好成长环境

这几天，我区 2020年青少年

维权及自护教育——法治心理教
育走进区内多个学校，给全校师

生普及心理知识，增强学生的安

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未成年人在学习、生活中会

遇到各种心理问题，因此，普及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成了推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关

键。”杨涛告诉记者，如今，各中小
学根据中小学生生理、心理发展
特点，多方位开展心理教育、咨

询、辅导和指导，培养和提高全体
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在校外，
我区建立了3个未成年人心理辅
导站点，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心
理健康辅导。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
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爱心

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通力
合作，给孩子成长创造良好环
境。”杨涛说。在我区，社区“市
民学校”“道德讲堂”“少年宫”

“四点半课堂”成为未成年人校
外活动的重要基地。自创办以

来，每年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

和兴趣爱好培养，实施安全自护
教育、亲情陪伴等专题服务 100
场次，覆盖青少年10万余人次。

不仅如此，社区还利用图书

阅览室、科普活动室等功能室，发

挥关爱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
阵地作用。同时，区教委还联合
区妇联开设“大手拉小手 齐心

来战疫”公益课堂，传播好家风。
在今年疫情期间，推送的13期家
风故事，阅读点击量达 2000 余
次。

立足三位一体 共育文明少年
——区教委抓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 记者 刘晓娟

绿豆当草坪、玉米粒作太阳、

黑豆为树干……10月14日，记者
在鸣玉镇中心校，看到了该校学生

正在用大米、黄豆、玉米、稻谷等制
作春夏秋冬主题五谷粘贴画。

五谷粘贴画是该校乡村少年
宫精品特色课程项目之一，很多

学生都会这一技能。“我们起初的

想法就是设立一个既能让全校的
学生都能学，又能凸显特色的项

目，而五谷粘贴画正好适合。”该
校德育主任陈琼介绍，五谷粘贴

画是一门传统民间工艺，易上手，
学生都是农村孩子，无需购买材

料，而且他们对五谷粘贴画特别
感兴趣。

五谷粘贴画顾名思义就是以

各类植物种子和五谷杂粮为本
体，通过粘、贴、拼、雕等手段，运

用构图、线条、明暗、色彩等造型
手法，对其进行特殊处理所形成

的图画。制作程序是先画出轮
廓，再用适合的五谷杂粮用胶水

粘上。

“制作并不容易，虽然用的是
粗糙的五谷杂粮，但做起来要像

刺绣一样精细，用镊子等工具一
粒一粒地粘到图案底稿上，最后

装裱。”陈琼说，一幅简单的五谷
粘贴画，老师制作需要近半天，而

学生单独操作需要两周时间，复
杂一点的就更久了。

学校第一年的主题作品“鸣
玉十二景”几乎花了整整一年的

时间才全部完成。“里面有4幅都

是桥，凤水平澜、虹落龙川、石牛
卧江、状元踩桥，这些都是我们鸣

玉的古迹。”陈琼介绍。
粘贴画虽然易上手，但制作

时间长，培养耐心，也能让孩子
们在平凡中发现美，通过大脑的

构思，用双手创造，用手工制作

的方式直观地表现出来，将平凡
而普通的种子变成一幅幅充满

生机、别具一格的精美艺术品。
该校五年级 1班的唐潇潇便用

家里的稻谷、玉米、大米将父母
在田野中劳作的样子用粘贴画

记录了下来。
鸣玉十二景、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主题粘贴画、春夏秋
冬四季主题粘贴画，三年来，该校

每年都会制作一个主题代表作品

粘贴画。近年来，该校的五谷粘
贴画在全市、全区的乡村少年宫

展示活动中获得一致好评。
今年，该校将传统的特色课

程“五谷粘贴画”和“竹筷工艺”做
到精品化的基础之上，尝试衍纸

粘贴画和贝壳粘贴画，不断丰富
完善少年宫课程。不仅如此，该

校乡村少年宫还开展了以绘画、

书法、合唱、舞蹈等为主的艺术活
动，以及篮球、乒乓球、田径为代

表的体育活动等共 16个项目。
学校设立16个兴趣小组，设置专

用活动室，每周开设2节课程，全
校学生按自己喜好选择兴趣小

组，让全校每一个学生都有“兴趣
班”上。

鸣玉镇中心校 用五谷让孩子在平凡中发现美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10月
14日，神童镇中心校开展应急

疏散演练暨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活动。

为了实施好这次演练，该
校制定了详细的消防疏散演
练方案，对各班逃离的路线
及每位配班老师的职责、每
层楼梯口的值班老师等内容
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演练开

始前，各班主任给学生介绍
了简单的逃生注意事项和方
法。

随着警报的响起，各班主
任老师迅速到达各班协助上
课老师一起组织学生疏散，其

他老师也在第一时间赶到自
己当时所在楼层拐角处配合

疏散学生。各班学生在老师
们的指挥下，弯着腰，用手帕、

毛巾等捂住口鼻，沿着学校指
定楼梯口快速前进，有序撤离
到学校操场的安全地带，耗时
仅 40 秒，随后各班班主任清
点人数，并层层上报，全校师
生全部安全疏散。

随后，重庆消防总队教官
对全体教师开展消防知识培
训，详细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并现场演示，同时邀请部分
教师体验使用灭火器灭火的过
程。

神童镇中心校
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近日，
南城街道应急办、市场监管所

对辖区20个中小学、幼儿园开
展食品、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10月15日，检查人员在丁

家嘴小学及幼儿园，对该校校
园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

及执行情况，食品加工卫生落

实情况，疫情防控措施执行情
况等开展检查，并督促校方对

食品进货贮存、加工制作、餐具
消毒、人员健康等关键环节开

展自查自纠，避免发生食品安
全事故。同时，对学校食堂、宿
舍、办公楼进行现场检查，重点

查看各楼层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完善，全面排

查校园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对可能存在的火灾危险源、风险

点，检查人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整改和指导意见，要求校方责任
到人，立即整改落实。

下一步，南城街道将继续

联合辖区各个学校，常态化开
展校园安全检查等工作，落实

安全保障措施，不断增强广大

师生自我防范保护意识，坚决
杜绝一切学校安全事故的发
生，为辖区广大师生营造一个
安全放心的学习环境。

南城街道对辖区学校
开展安全检查

南城街道检查人员正在查看学校消防设施设备。
记者 聂灵灵 摄

东城街道灌坝社区儿童之家开展自护教育安全培训。 灌坝社区供图

学生正在用五谷制作粘贴画。 记者 刘晓娟 摄 学生展示画作。 记者 刘晓娟 摄

最近，我家的“动物园”盛大
开放了，让我们一起去参观吧！

憨态可掬的“熊猫”爸爸

我的“熊猫爸爸”是我们家
最能吃的，也是最胖的。嘻嘻，
悄悄告诉你,我的爸爸体重达
150 斤，常常吃完饭就顶着那
啤酒肚躺在沙发上看手机。我
常常逗他:“太好啦，爸爸要给
我生妹妹啦!”虽然“熊猫爸爸”
一直在减肥，可还是越减越
肥。正是因为爸爸这憨态可掬
的长相，才在这个“动物园”里
备受欢迎。

妈妈是只“母老虎”

宝石般的眼睛，鼻子挺挺
的，一张能说会道的樱桃小嘴，
真是迷人极了！别看她长得那
么美丽，一旦发起火来，绝对让
你毛骨悚然。如果我做作业时
粗心大意，我敢保证，妈妈绝对
会大发虎威，瞬间由“温柔猫”
变成“母老虎”，嘴里还要不停念
叨：“你居然在老妈的监督下也

敢如此马虎，真的是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哪!”不服输的我此
刻也只好自认倒霉，坐等受罚！

温柔“老绵羊”——祖母

我们的“动物园”里还有一
位70多岁的长老，她就是性格
温顺的祖母。祖母是一只和蔼
可亲的“老绵羊”。有一次，我不
小心将一个碗打碎了，害怕被责
骂的我不禁像一个泄气的皮球
一样——蔫儿了。祖母慢慢悠
悠地过来，不紧不慢地对我说：

“不小心将碗打碎了没关系，只
要把地板上的玻璃清理掉就行
了，以免误伤他人。”听了这番
话，我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虽然我们这个“动物园”里
的小动物之间偶尔会发生小小
的矛盾。但是我们从不计较。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
想：希望这小小“动物园”能够
永远和和美美、快快乐乐！

（作者系隆化一小四年级
二班学生，指导老师杨平）

小小“动物园”
李珈奇

学生习作

10月13日，隆化八小举行学生体育节，邀请家长和老师举行
了拔河友谊比赛。 记者 刘晓娟 摄

青春飞扬 魅力四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