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为了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袁建
设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袁有效提高课堂
教育教学质量袁7 月 15 日袁 井冈山小学
举行了暑期校本培训启动仪式袁参加仪
式的有全校教师共 100 余人遥 梁幼丹

绎近期袁武阳镇中心小学采取多项
措施袁进一步抓细抓实暑期野防溺水冶安
全工作遥 开展野万师访万家冶活动袁发放

给家长一封信袁通过家长微信群每周推
送至少 2 条防溺水信息袁悬挂防溺水宣
传横幅等遥 陈尘

绎近日袁江西省电化教育馆叶关于
公布第一批智慧作业微课评审专家名
单的公告曳公布袁全省 344 人入闱第一
批智慧作业微课评审专家名单遥 其中我
市 18 位教师成功入选遥 廖小燕

文教 07姻2020 年 7 月 31日 星期五 姻责编院温庆本 校对院邹 婷 WEEKLY 教育荫周 刊

2020 年瑞金市赣南采茶戏定向生招生公告
一尧选拔范围院2020 年应届初中毕业生渊必须参加

全省统一中考尧文化分数达最低标准线以上者冤
二尧即日起开始报名袁报名资料院户口本尧身份证尧中

考准考证尧免冠照片 3 张遥 初试尧复试考试时间另行公
布遥 报名地点院瑞金文学艺术院渊老民政局冤三楼市中心
文化站办公室遥 联系人院杨瑞英袁联系电话院18079797100

瑞金市中心文化站
2020 年 7 月 30 日

减资公告
瑞金市气象万千防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607813513277695冤经股东决定袁公司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45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 万元袁 请债权人于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或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遥

特此公告!
公司地址院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绵塘村下坊小组
联系人院刘惟春
联系电话院13979729656

瑞金市气象万千防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1 日

遗失声明
绎刘立明持有的残疾证遗

失袁证号院36210219540406171042袁
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毕架仙寺宗教活动
场所登记证正本遗失袁编号院宗场
证字渊赣冤F070650093袁特此声明遥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袁对劳动教育的重视不是今天
才有袁追根溯源袁古已有之遥 叶尚
书窑无逸篇曳 说院野不知稼穑之艰
难袁乃逸乃谚遥 冶这句 2000 年前
的至理名言袁在今天仍然没有过
时袁面对不问稼穑尧五谷不分的
孩子袁面对被弱化尧被淡化的劳
动教育袁我们需要为劳动教育鼓
与呼袁这不仅仅是为了给劳动教
育这门课正名袁更是为了国家的
明天尧民族的未来遥

劳动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
生存方式袁 伴随着时代的不断
进步袁劳动的形式尧内容也在不
断发生变化遥 劳动教育也必然
不能沿用过去的传统概念袁而
应该有全新的时代内涵尧 育人
价值和实践路径遥

新时代劳动教育要注重内
涵野与时俱进冶遥 今天的劳动教
育不是农耕时代的劳动教育袁
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遥
叶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曳特别指出袁

劳动教育要 野体现时代特征冶遥
面对人工智能尧 互联网尧 大数
据袁我们的劳动教育要注重野劳
动+教育冶的深度融合袁避免沦
为某种生活技能的单纯机械训
练袁要关注互联网思维尧终身学
习能力尧创新能力的培养袁才能
突出劳动教育的时代特色袁让
孩子在劳动教育中感受劳动的
时代之美遥

新时代劳动教育要发挥
野全方位冶育人价值遥 劳动教育
有着独特的育人价值袁 在促进
成长尧 锤炼品质等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劳动教育的
本质是实践教育袁 对其他 野四
育冶都有强大的正面引领作用袁
正所谓野以劳树德袁以劳增智袁
以劳强体袁以劳育美冶遥 当劳动
教育到位了袁不再边缘化袁德智
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才
能真正构建遥

新时代劳动教育要开拓
野协同推进冶新路径遥 劳动教育
事关发展大计袁 需要全社会协

同推进遥 正如叶意见曳中强调的袁
劳动教育实施途径多样化袁家
庭要发挥基础作用袁 注重日常
养成曰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袁注
重系统培育曰 社会各方面要发
挥协同作用袁 支持学生走出教
室袁动起来尧干起来遥 当各级政
府把劳动教育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袁当学校尧家庭尧社会各司其
职袁当其他社会组织给予关注袁
相信在这样的野协同推进冶下袁
一个良好的劳动教育生态正在
一步步变为现实遥

新的时代袁 呼唤新的劳动
教育遥 让我们从小做起袁从身边
做起袁 从现在做起袁 让崇尚劳
动尧热爱劳动尧劳动光荣成为共
同的价值观遥

野绿遍山原白满川袁子规声
里雨如烟遥 乡村四月闲人少袁才
了蚕桑又插田遥 冶这是古人笔下
的劳动美景袁今天袁让我们用自
己的双手描绘出绚丽多彩尧生
机勃勃的新时代劳动画卷遥

任仁人

虚拟仿真智慧教育为职业教育赋能
江西打造首个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

预计可同时容纳 10000 名学生同时进行实习实训袁设
置八个专业大类虚拟仿真教学区袁共计 28 个专业群虚拟仿
真教学实验中心袁 多个企业参与共建的创研工坊和创业孵
化器进驻噎噎作为虚拟现实与职业教育发展融合的一次实
践袁 落户江西的首个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
项目建设工程袁正在红谷滩区南昌 VR 科创城内全面进行袁
预计一期工程将在今年 10 月正式亮相遥

5G 时代的到来袁VR/AR 技术应用带来的教育教学场
景可视化尧立体化尧可交互的发展趋势袁给解决野进不去尧看
不见尧动不了尧难再现冶的职业教育实训难题带来了新思路遥

该基地建成后将以野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尧企业主体冶运
营为主要运行机制袁面向野新技术尧新产业尧新模式尧新业
态冶袁优先布局先进制造业尧现代服务业尧战略新兴产业尧现
代农业等产业迫切需求专业的虚拟仿真职业能力实训教学
区遥 每个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区包含多个虚拟仿真教学实验
中心尧多个由企业参与共建的虚拟仿真产教融合创研工坊尧
创业孵化器以及野1+X冶技能鉴定与认证中心遥 各虚拟仿真
教学实验中心拟配套建设虚拟仿真实训系统袁 共同组成虚
拟仿真实训集群袁 拟建设面向全国职业院校和企业的虚拟
仿真教学云服务平台遥 曹江华

站在儿童立场探寻思政课的观点
从入职至今袁我接触思政讨论课已近两年时间遥 从一开

始的懵懂尧不断学习尧授课到如今的每周督导袁我对思政讨
论课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更新袁 每一次授课或听课总能
给自己以新的触动遥

探寻自我价值遥思政讨论课的设置是以学生为中心遥在
讨论课的教学内容中设置认知自我的主题袁 让学生对自己
有清晰的认识袁提升自我的价值感遥 在课堂上袁学生不仅知
道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观点袁 还能够清楚地用自己
的语言表达出来袁而教师及时尧恰当的评价回应袁让孩子敢
于表达尧敢于思考遥 比如袁当教师在执教二年级叶赞美与欣
赏曳的讨论课时袁让孩子结合具体事例说一说在生活中如何
赞美和欣赏别人遥 其中有学生回答院野有的人犯错以后敢于
承认袁我要赞美的是他很诚实遥 冶从这个孩子的回答中我们
看出袁孩子关注到的是这个人的品质袁犯错后勇于承认袁而
不是犯错了就不可原谅遥 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白袁当出现不同
观点时袁这仅仅是他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袁并不是针对某个
人袁引导学生尊重他人的观点并试着接纳遥

基于学生的需要遥 讨论课的教学内容是基于学生的需
要袁从学生实际出发的遥 讨论课的主题类型有价值观尧真理
启示语尧自我认知尧学生遇到的实际问题尧pace 学习以及语
文课的单元主题与辩论等袁都是紧密围绕学生的实际生活袁
能与学生产生关联的主题遥 而且我们每周一次的讨论课袁从
主题的确定到素材的选择尧 问题的设置等都经过了精心设
计尧研讨尧修改再到最后的定稿遥 因此袁思政讨论课的设置也
是一门多元融合的综合性课程遥

表达与协作遥 讨论课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中锻炼协作与
表达的能力袁更加清晰观点的不同存在形式袁吸收不同的信
息袁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可行的计划遥 学生能够在课堂中
畅所欲言袁表达最真实的想法袁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尧
倾听尧分享尧碰撞袁能够学会尊重与接纳他人袁尝试解决生活
中的一些实际问题遥

思政讨论课是一门创新性尧讲道理尧有情怀的课程袁只
有教师真正站在儿童立场去思考问题袁 透析学生每个观点
背后的含义袁野爱的教育冶才会悄然发生遥 庞智真

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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