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近日袁瑞金四中举行了野件件衣 片片情冶
旧衣物爱心捐赠公益活动袁 全校师生纷纷将家
里闲置的旧衣物尧书包尧鞋子等洗净叠好袁打包
带到了学校捐赠点遥 范小芳

绎瑞金二中近日组织教师以 野维护网络安
全就是守护国家安全冶为主题袁开展网上野2021
江西省网络安全知识竞赛冶活动遥

罗颖异 刘燕玲
绎10 月 11 日袁 赣州市示范幼儿园复评督

导组专家来到瑞金市红井幼儿园袁 通过实地查
看尧交流尧查阅档案等形式对该园进行全面的检
查尧评估和指导遥 杨建琴

绎近日袁 省智慧作业团队专家来到大柏地
中心小学袁开展野智慧作业冶智能笔应用培训遥

肖丽丽
绎10 月 13 日袁 冈面渡头小学举行了少先

队建队日庆祝活动暨新队员入队仪式袁 激发了
全体队员的荣誉感尧自豪感和使命感遥 洪雪飞

绎近日袁 九堡镇黄渡小学举行了读书分享
活动袁培养同学们的读书兴趣袁增强学生的阅读
积极性遥 江辉

绎10 月 13 日袁 大柏地乡院溪小学组织召
开了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活动袁 增强了少先队

员的光荣感和归属感遥 王玮 王名芳
绎九堡镇官仓小学 10 月 12 日以班级为单

位袁组织全体学生进行宣誓尧观看爱国教育片和
征文比赛遥 张桂兵

绎 野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冶要要要强国有我袁请
党放心浴 10 月 13 日袁冈面乡竹园小学举行新生
入队宣誓仪式遥 黄冬林

绎近日袁丁陂初中通过开展教师野双减冶工
作自查尧现场签订野双减冶工作责任状尧发放家长
告知书等活动袁宣传野双减冶政策内容袁做到作业
减负尧提质增效遥 陈东生

绎10 月 14 日袁九堡镇石角小学开展了野敬
老爱老冶重阳节主题演讲比赛袁增强学生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了解袁弘扬尊老尧敬老尧爱老的文明
新风尚遥 钟强

绎10 月 13 日袁 九堡镇下宋小学通过推送
微信文章尧组织队日活动尧观看视频等一系列活
动袁开展了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遥 何春兰

绎10 月 14 日袁日东乡陈埜小学举行野童心
向党 伴我成长冶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遥 钟璐

绎10 月 11 日袁 拔英乡拔英小学开展了课
间操 30 分钟活动袁包括广播体操尧跑操尧跳绳尧
放松操等活动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遥 谢欣

绎10 月 12 日袁金穗学校党委书记尧校长毛
素莲给学生们上了一节主题为野传承红色基因袁
庚续红色血脉冶的思想政治课遥 詹盼盼

绎近日袁瑞明小学组织学校教师开展野一
警六员冶实操实训活动袁邀请市消防救援大队
野一警六员冶培训教练员现场授课遥

张李英 陈水莲
绎10 月 13 日上午袁 九堡镇中心小学举行

了少先队员入队仪式遥 孩子们在队旗下庄严宣
誓袁表示要努力成为新时代好少年遥 刘家云

绎10 月 12 日袁 日东乡沿岗小学通过开展
野小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冶活动强化学生的网络安
全意识袁增强学生应对网络诈骗的能力遥钟路路

绎10 月 12 日袁 日东乡龙井小学组织全体
教师学习了禁止有偿家教等相关文件袁 强化老
师们廉洁从教意识遥 范健娇

绎10 月 11 日袁 万田乡中心小学正式启动
课后延时服务袁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遥刘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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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临泉路第二
小学 2018 年便开始了对 野课后
三点半冶的探索与实践袁如今在
野双减冶背景下袁学校顺势而为袁
在主动变革中构建了良好的学
校生态遥

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整体按
照野5+2冶野1+1冶的模式开展袁即每
周 5 天袁每天不少于 2 小时遥 在
每天 2 小时的课后服务中又分
为 2 个时段袁第一个时段为普惠
托管服务袁第二个时段为个性化
课程学习遥 在课后服务工作推进
过程中袁学校始终坚持一个基本
原则袁即野面向每一个尧满足每一
个尧关心每一个冶遥

学科作业不回家
野第一个时段的普惠托管究

竟如何定位尧如何落实冶袁这无疑
是所有学校都必须直面的挑战遥
高质量的普惠托管绝不只是野看
着学生写作业冶袁 而应是学生素
养提升的一门课程遥 基于以上思
考袁学校最终确定了以野关心时
光冶来破解托管难题遥

在每天 1 小时的关心时光
中袁学生依托野自主关心要分享

关心要指导关心冶的野学习支架冶
开展以自我为主体的研修活动遥
在野自主关心冶环节袁学生需要关
心自我尧 关心周围尧 关心学业院
野关心自我冶 即反思自己一天的
学习习惯曰野关心周围冶即结合每
天遇见的人和事袁学会正确认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袁懂得是非善
恶的评判标准曰野关心学业冶则是
对学习的反思与整理袁不仅要完
成作业袁还要学会怎样学习遥 在
野分享关心冶环节袁学生分享一天
的收获与困惑袁然后同伴之间进
行相互释疑和帮扶遥 最后的野指
导关心冶环节袁教师会根据学生
需要进行面向个体的精准指导袁
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 野吃好吃
饱冶袁真正做到让学习在校内野一
站式冶解决遥

依托教师共创课程
在课后服务的准备阶段袁学

校为了缓解个性化课程师资不
足的问题袁动员并鼓励教师发挥
专业特长袁积极开发属于自己的
教师课程遥 于是袁野一米麦田冶野莎
士比亚话剧冶野静待花开冶等课程
应运而生袁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

事发生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遥
在野一米麦田冶袁语文组教

师带着项目学习小组的学生躬
耕在希望的田野袁 他们利用每
天课后服务的时间做了许多研
究袁遇见许多真实问题袁从野种
什么冶野如何种冶袁到野不同植物
该如何共处冶袁再到野向日葵相
比玉米袁为何更被鸟儿耶眷顾爷冶
噎噎在 野莎士比亚话剧社冶袁科
学组教 师带 着 学 生一 起 读 话
剧尧演话剧尧写话剧袁学生找到
了自己的角色袁导演尧编剧尧道
具尧服装等袁每个学生都是独一
无二的存在袁 每个学生也都在
为他人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语文教师教野劳动冶袁科学教
师教野话剧冶袁数学教师做野心理辅
导冶噎噎这样的景象在学校早已
是常态遥上课尧研课尧创课袁学校教
师正行走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上遥

随着课后服务的持续推进袁
学校在悄悄地改变着袁 不仅教学
质量逐步提升袁 教师专业发展也
有了更多方向曰 不仅师生关系更
加融洽袁亲子关系也更加亲密遥家
长笑了袁教师笑了袁学生也笑了袁
校园真正变成了野笑园冶遥 丁元春

10 月 13 日袁云石山乡东山希望小学开展了重
阳节野爱老尧敬老冶手抄报活动袁旨在弘扬中华民族
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遥 曾璐 杨玄武摄

绎10 月 13 日袁冈面乡沙排小学组织五六年级
学生到冈面敬老院袁开展野孝心暖夕阳冶结对连心
活动袁通过为老人表演尧打扫卫生尧亲近老人等方
式袁培养孩子的尊老敬老精神袁传承中国优秀的传
统孝道文化遥 张上京

绎10 月 13 日袁九堡镇谢村小学开展野九九重
阳节尧敬老爱老冶活动袁通过国旗下讲话尧主题班会
和我为身边的老人做一件好事等活动袁 营造了浓
厚的敬老爱老的氛围遥 梁俊红

绎金穗幼儿园近日组织开展了野九九重阳节尧
爱满家园间冶 重阳节主题活动袁 培养孩子关爱他
人尧尊重长辈尧孝敬老人的良好品质遥 钟宛伶

绎连日来袁叶坪马山小学各班开展了野童心暖
重阳冶主题活动袁进行家庭美德教育袁引导少年儿
童孝敬父母长辈袁学会感恩遥 刘新星

绎10 月 14 日袁拔英乡中心小学组织学生志愿
者到拔英乡敬老院开展了献爱心尧送温暖活动袁激
发学生们敬老尧爱老情感遥 朱杨珍

绎连日来袁 拔英乡荣新小学组织全体学生以
重阳节为主题袁开展创作手抄报尧帮爷爷奶奶做家
务等活动遥 刘双

绎10 月 13 日袁经开区幼儿园在重阳节来临之
际袁开展了野九九重阳爱延续尧敬老传统代代传冶一
系列主题教育活动遥 钟文 熊佩云

绎锦绣花园幼儿园日前开展野孝亲敬老尧从小
做起冶主题活动袁利用孝心打卡行动为老人做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情袁引导幼儿懂得感恩遥

郭小娟 曾友华
绎10 月 13 日袁叶坪镇山岐小学开展野九九重

阳袁尊老敬老冶主题活动袁让孩子们了解重阳节丰
富的文化内涵遥 曾金金

绎重阳节前夕袁 黄柏中心小学为困难退休教
师送去了油尧米尧面袁捎去组织的关怀与祝福遥

赖东平

重阳敬老情野双减冶在行动

课后服务让校园变“笑园”

为全面提
升课堂教学水
平袁近日袁万田
初中组织教师
前往云石山梅
岗初中开展数
学学科教师互
听 互 评 课 活
动袁 通过现场
观摩教学尧教
师 互 动 交 流
等袁 让教师宽
阔视野尧 增长
知识尧 掌握教
学技巧遥 图为
活动现场遥

肖珊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