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暑假天气炎热袁 井冈山小学加强预防溺
水工作袁督促教师到各家各户走访袁发放叶预防
溺水致家长的一封信曳袁 要求家长履行监护作
用遥同时袁学校值班行政和教师每天到学校附近
水域巡查袁确保学生的安全遥 丁晓宁

绎拔英乡小学党总支近日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组织生活会袁交流学习袁查找差距不足袁
引导广大党员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
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遥 丁安

绎近日袁 叶坪中心幼儿园教师和社会爱心
人士一道走访慰问困境幼儿袁 送去生活物资和
学习用品袁带去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关爱遥郭东东

绎大柏地乡院溪小学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
习教科体局下发的防溺水工作通知袁 迅速组织
人员再次全面摸排溺水隐患点袁 并与村委协同
配合袁对村庄周边水域进行巡查遥 雷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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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声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7701094737 号渊陈世安冤身份证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瑞金市象湖镇爱上你水果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2360781MA37X6F357袁特此声明遥

瑞金市忠华盈纸品打包厂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证尧登记表遗失袁登记证编号院车 11 赣 BA00119(20)袁
产 品 出 厂 编 号 院6010833989袁 设 备 代 码 院
511010347201833989袁特此声明遥

瑞金融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渊旧章冤
壹枚袁特此声明遥

近年来袁广东坚持校内校外联
动尧坚持家校社联动袁通过野一疏二
堵三导冶模式推进减负遥

野一疏冶就是着眼于充分发挥
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袁为学校教育
提质增效助力遥一是打通作业管理
野肠梗阻冶遥坚决扭转一些学校作业
量过多尧质量不高尧功能异化等突
出问题袁 不断提高作业设计质量袁
严禁教师布置惩罚性作业袁杜绝将
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或要求家
长检查批改作业遥二是促进信息化
与课堂教学改革深度融合遥着力打
造一批现代化标杆学校和基础教
育教学改革标杆项目袁开展课堂教
学改革试点袁构建基于互联网的自
主学习尧互动探究尧主题拓展的新
型教学模式遥 三是搭建野430冶校内
课后服务野桥梁冶遥推动建立健全校
内课后服务制度遥 当前全省 21 个
地市尧4563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已开展校内课后服务工作遥四是为
中小学教师减负野开良方冶遥统筹规
范中小学校及教师的督查检查评
比考核事项尧 社会事务进校园尧精
简相关报表填写尧抽调借用中小学
教师事宜等工作任务袁严格清理与
教育教学无关事项袁确保中小学教
师潜心教书尧静心育人遥

野二堵冶就是着眼于综合整治
线上线下校外培训机构袁为校外培
训野降虚火冶遥一是无死角开展专项

治理遥 先后开展了切实减
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尧全
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
理野回头看冶尧校外线上培
训专项治理尧全省无证学
前教育机构专项排查整
治等行动遥 二是出重拳排
查整顿问题培训机构遥 全
省拉网式排查各级各类
机构共 24833 家袁整顿问
题培训机构 17418 家遥 累
计审查和整顿各类网课
平台 2390 个袁 其中通过
审查并列入白名单的网
课平台 980 个渊含校外线
上培训平台尧教育移动应
用程序两类冤遥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校外培训机构虚假宣传尧制造和
贩卖焦虑等乱象袁对多家校外培训
机构进行顶格处罚遥三是堵漏洞强
化培训机构监管遥在全国率先以省
教育厅名义印发校外培训机构服
务合同范本袁率先建立中小学生校
园学习类 APP 审查制度袁 在省级
层面直接对教育移动应用产品进
行全面审查袁从源头上构建中小学
教育移动互联网领域意识形态安
全滤网遥

野三导冶就是着眼于推进家校
社协同育人袁为减负创造良好社会
环境遥 一是坚持组织机构带动遥 通

过开展家庭教育现状调研尧理论研
究尧决策咨询等袁指导全省家庭教
育工作科学发展尧创新发展遥 二是
强化宣传教育引导遥开展家庭教育
主题宣传活动袁广泛深入宣传科学
的教育理念和家庭教育的重要作
用遥宣传推广一批家庭教育典型经
验袁营造野一切为了学生冶的共育生
态遥 三是推动示范标杆引领遥 创建
野家庭教育示范点冶袁孵化一批家庭
教育示范校尧标杆校袁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袁通过线上线下立体推进家
庭教育袁密切家校联系袁拓宽家庭
教育渠道袁形成协同育人合力遥

景李虎

海南院

暑期游泳培训
火热开展

60.4 万名中小学生培训合格

今年 6 月底袁海南省教育厅以野安全学
游泳 快乐过暑假冶为主题袁开展中小学生游
泳暑假培训活动遥

暑期学游泳袁首先要解决野去哪儿学冶
的问题遥 海南省自 2017 年在全省普及中小
学生游泳教育以来袁全省各地各校已建 308
个游泳池袁全部投入使用袁每个校园游泳池
不仅供本校学生使用袁也辐射周边学校袁为
全省大部分学生提供专业尧 正规的学游泳
场所遥 截至目前袁海南省游泳培训合格的中
小学生累计约 60.4 万人遥

当前袁 海南各地各校正加紧推进学生
游泳培训袁不仅野学冶袁更有野防冶袁把学游泳
与防溺水有机结合袁加强预防溺水尧游泳安
全尧 溺水急救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
育遥 龙马小学游泳教练陈应坤表示袁在游泳
教学中教练会通过专门培训袁 提升学生的
自救能力尧急救能力遥

此外袁为了解决游泳师资短缺问题袁教
育厅鼓励并指导各市县通过聘请优秀退役
游泳运动员到校任教尧购买社会服务尧加强
现有体育教师培训等多种方式袁 加快补齐
师资短板遥

海南将继续抓紧抓实抓好游泳教育袁
多举措将游泳教育融入学校文化建设袁形
成特色和优势袁 力争实现学生游泳教育培
训常态化袁形成体系健全尧制度完善尧教体
结合的教育发展格局遥 刘晓惠

音家长重视劳动教育
孩子不爱干家务袁 与家庭教育

有着极大的关系遥 因此要帮助孩子
养成劳动的习惯袁为人父母袁首先要
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袁 不要溺爱孩
子袁 应该让孩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袁 同时要告诉孩子劳动的重
要性袁 让孩子从思想上认识到劳动
的光荣遥

音放手给孩子锻炼的机会
我们家长应该给孩子从小锻炼

的机会袁 让他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
做袁比如自己洗手帕尧洗袜子尧洗衣
服袁帮助家人摆碗筷尧收拾洗刷餐具
等袁 让孩子体会到劳动的意义和乐
趣袁从而愿意劳动遥

音让孩子模仿做家务
孩子都喜欢模仿袁 如果能用绘

本和动画片教孩子做家务袁 孩子会
乐此不疲遥孩子天生喜欢游戏袁如果
我们家长能够开动脑筋袁 把家务活
变得像游戏一样有趣遥 比如把散落
一地的玩具摆成孩子喜欢的样子袁
把不同大小的碗袁 按照大小的顺序
有序地排列袁 孩子就觉得做家务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袁 这样还锻炼了
孩子的归纳整理排序的能力遥

音教给孩子一些劳动技能
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方法袁

劳动也需要一定的技能遥 父母可教
给孩子一些劳动的程序袁 操作的要
领及方法遥 例如父母要求孩子洗衣
服袁 就应该教孩子把不同颜色的衣
服分开袁在洗的时候如何涂肥皂袁领
子袖口是最脏的地方袁要重点洗遥孩
子只有掌握了劳动的技能袁他才愿意去做遥

音列出家务清单
可以列出家务清单袁按年龄循序渐进遥 这种

做法旨在培养孩子在相应的年龄做自己适合的
家务袁孩子就有能力成功袁就容易坚持遥

音给孩子一定的鼓励
在孩子的劳动取得进步的时候袁哪怕这个进

步是非常微小的袁家长也要给孩子鼓励遥 当孩子
有兴趣再帮你做事情的时候袁即使做的不好也无
关紧要袁家长也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袁让孩子从劳
动中获得快乐和幸福袁从而也有效地强化了孩子
爱劳动的习惯袁

总之袁劳动不仅能够造就人袁而且能给人以
快乐和幸福遥 让孩子从小知道劳动是光荣的袁养
成爱劳动的习惯袁于其一生袁受益无穷遥 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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