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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小弟、红姐姐、蓝妹妹、灰小哥

……”最近，成都师范附属小学“雏鹰合唱

团”的 6名少先队员，将垃圾分类的知识

和摇滚音乐结合起来。欢快的节奏、卡通

化的表达，让垃圾分类主题歌曲风靡校

园。从生成创意到设计服装，从创作歌词

到组织排练，“火爆”的校园活动背后，是

该校少先队辅导员忙碌的身影。

近年来，针对小学思政课基础薄弱、

专业思政教师缺乏的问题，成都市建立

健全激励保障机制，通过打造一支专业

化的少先队辅导员队伍，着力推进小学

“大思政”建设。如今，在成都市少工委

的组织下，成都市少先队辅导员成了思

政教育的骨干力量。

“双线晋升”让辅导员吃下“定心丸”
黄鹭在 2019 年入职成都师范附属

小学，是数学科任教师兼任少先队辅导

员。从参与组织少先队活动，到把思政

教育素材融入自己的学科教学、探索课

程思政，她在辅导员岗位上越干越有劲，

准备将辅导员岗位作为自己教育生涯发

展的一条路径。

而这样的打算，放在以前“很难有盼

头”。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上东学校少先队

总辅导员周聪经历了与黄鹭相似的职业

生涯。在他看来，过去，学校把少先队辅

导员作为了年轻教师的锻炼岗位，人员

变动很大，很难实现思政教育的专业化、

系统化。“不少老师也仅把辅导员岗位作

为‘过渡’和‘跳板’。”

周聪反映的问题，指向了少先队辅

导员队伍面临的一个尴尬局面：教师职

称评审的相关政策中，没有“少先队活

动”科目，少先队辅导员只能依托其他学

科申请职称。同时，学校对辅导员的工

作量和成绩缺少科学的评价，辅导员的

工作积极性不高。

为扫除这些障碍，成都市率先在少

先队辅导员职称评定中，探索实施“双线

晋升”政策。所谓“双线晋升”，指的是从

事少先队辅导员岗位教师，在参与中小

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中，

可选择“少先队辅导员专业技术方向”或

“教学学科专业技术方向”。

2012年，成都市出台文件，明确“双

线晋升”条件，2017年，再一次出台相关

文件，明确了辅导员的工作量、培训、督

导考核等量化指标，实现了辅导员队伍

建设的制度化。此后，成都市不断优化

职称评审工作内容，激励少先队辅导员

将少年儿童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作为

主责主业。

辅导员们吃下了“定心丸”，看到了

希望。2018年，周聪在少先队辅导员岗

位上，通过“双线晋升”政策，顺利评上了

中小学一级职称。

“专业化”路径逐渐清晰
2020年 12月，四川省少工委等联合

出台《关于做好我省中小学少先队辅导

员职称评审有关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

在中小学教师系列中设立“少先队活动”

科目，并特别强调相关工作要“同等对

待”，少先队辅导员职称晋升通道得到进

一步完善。

职业发展通道的通畅，让少先队辅

导员成了“香饽饽”。

“最近，学校承办市级辅导员赛课，

五六个老师同时报名，没有选中的老师

还哭了一场。”目睹了教师对小学思政教

育观念的转变，周聪深有感触。“原来是

被动地完成任务，现在是在主动思考、创

新。”

“为什么小学思政工作会出现‘说起

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问题？”成都市少

先队总辅导员舒静感慨，以往，辅导员岗

位流动性非常大，不利于思想教育向专

业化方向发展。如今，随着职称评价的

“指挥棒”越发清晰，少先队辅导员队伍

也逐渐稳定下来。

今年3月5日，彭州市延秀小学举办

了“学雷锋”实践活动，辅导员陈莉精心

设计、全程参与，让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指

向育人和成长。而这些工作，连同教学、

科研成果一起，成为陈莉评优选先、职称

晋升的重要参考。

为了进一步提升少先队辅导员的专

业化水平，目前，成都市将辅导员培训纳

入团干部和中小学校教师培训体系，计

入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有关学时。

少先队组织建设、少先队活动课开展、辅

导员配备管理等内容，成为少先队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建引领队建
社区居民家发生火灾，学校能做些

什么？成都市武侯区锦城社区谢坤家发

生火灾，家庭生活陷入困难。成都市龙

江路小学武侯新城分校通过“党员带少

先队员”，开展公益募集活动，短短几天

便募得善款十余万元。

“这是学校创新党建工作的一次积

极尝试。”龙小新城分校执行校长刘檩

说，过去，小学党建工作多停留于“教师

做总结、校长写报告、学校办展板”，容易

流于形式，学生也很难参与进来。

基层党建要向基层“扎”得越深才越

有生命力、越有持续性。龙江路小学武

侯新城分校理顺机制，由学校党支部书

记、执行校长兼任少工委主任，把基层党

建与少先队工作结合起来，同步推进、形

成合力。通过“党建带队建”，找到了基

层党建工作的“抓手”和落脚点。

2018年，学校探索实施学生评价与

社区“公益积分”互换互通，引导学生关

注公益，培养奉献精神。学校陆续在社

区建立了多个“少先队服务站”，正式成

立由学校和社区党员牵头组织的“党、

团、队志愿者服务队”，党员和队员“手拉

手”，共同实现了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序

列化、常态化。

本报讯（叶强平 陈顺东 摄影报道）
“阿爸，这就是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

事，让我懂得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

要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日前，正在

给父母讲党史故事的理塘县城关第四

完全小学六年级一班学生拉忠深有感

受地说。

连日来，理塘县各中小学纷纷开展

“我和家人学党史”活动，通过“小手牵

大手”的形式带动家长重温党的光辉历

程，形成了家校红色共育合力，在全县

营造了浓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

在开展“我和家人学党史”活动中，

同学们积极参与，将党史故事带回家，

通过书籍、网络等媒介，收集中国共产

党的发展史和革命先烈事迹等资料，在

家里当起了“小小宣讲员”，为家长讲述

党史故事。过程中，同学们有的读红色

经典，与父母一起重温党的奋斗史；有

的唱红歌、看红色电影，营造出热烈的

家庭学习氛围。……

家长们表示，听了“儿童版”和“少

年版”的党史故事，他们重温了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接受了革命先烈事迹洗

礼，增强了爱党爱国热情，以后会自觉

地将党史学习融入家庭教育中，让“红

色薪火”代代相传。而同学们通过搜

集素材、资料整理等活动，更加深刻体

悟了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

也呈现出学校红色教育学习的多元

化。

下阶段，理塘县教体系统将继续围

绕党史学习教育，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的建党百年系列活动。

▶ 学生和家长一起学习党史知识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从电子科技

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以下简称“电子科大

附小”）对面的高楼上望向学校，最瞩目

的无疑是教学楼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

乒乓球桌。与其他运动相比，乒乓球对空

间要求少、普及性强、护眼效果明显，电子

科大附小“见缝插针”地在 4个校区内安

置了共829张乒乓球桌。大小课间、体育

课、总能看见孩子们在球桌前挥舞球拍的

身影，“单打竞争、双打合作、捡球助人为

乐”的乒乓文化在校园里处处可见。

近年来，电子科大附小坚持将近视

防控纳入其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理念的

教育教学体系中去，把“儿童健康”作为

评价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自 2008 年

起，电子科大附小将班级近视率纳入考

核，每学期对学生进行两次视力检测。

对于班上表现出视功能差或下降的同

学，老师会予以重点关注，利用学校的智

慧乒乓球室进行指导和训练，并进行长

期的视力跟踪监测。

相关研究表明，除了遗传和疾病，引

起近视最主要的原因是连续和近距离的

持续用眼。因此，课程安排、课堂节奏的

把控格外重要。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张鸥介绍，为充分保证学生的户外运

动时间，学校安排每班每天一节体育课，

每天一小时“阳光大课间”、每天下午课

后一节体锻课，每个孩子每天都能保证3
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同时，每堂课都严格落实“三个一”

“三个 20”与“课间清空行动”。特别是

“三个 20”课中微调节，即上课后的第 20

分钟插入防近音乐20秒，全体师生起立，

远眺窗外 20英尺外的地方 20秒。下课

后，全班学生都要到教室外活动、远眺。

学校定期开展师生、家长的防近培

训，力求达成“防近认知共同体”。校园

内，随处可见视力表，学生们可随时随地

对自己的视力情况进行检测。学校向学

生提出：知道自己的视力状况；知道学校

自测视力的地点；每周自测一次视力。

为了让师生和家长在意识层面上

更加重视学生的近视防控，电子科大附

小还针对学生、教师、家长制定了防近

“三张清单”，即《教师防控近视十条》

《学生防控近视十条》《家长防控孩子近

视十条》。

会理县
五举措助力青少年健康

成长
本报讯（彭万香）近年来，会理县教

体科系统坚持以服务广大青少年健康成

长为宗旨，积极为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

创造条件，五举措助力“雏鹰”飞翔。

营造浓厚育人氛围。坚持每年召开

至少一次关心下一代工作部门联系会，

调动各部门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工作

积极性；成立宣传教育志愿服务小队，通

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把关心下一代

的好典型、好经验及时宣传出来，在全县

上下营造浓厚的助“雏鹰”飞翔氛围，凝

聚关注下一代成长合力。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五四青年

节、六一儿童节等重要节日、纪念日为契

机，开展征文、演讲、绘画、科技、体育等

德育活动，让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得以提

升，思想得以熏陶；持续开展“在家做个

好孩子、在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

公民”系列活动，用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

力量。

强化育人环境建设。建立书香校

园，开展经典诵读活动，鼓励青少年多读

书、读好书，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倾力打造花坛文化、寝室文化、走廊文化

等一系列校园文化，使校园成为陶冶青

少年情操的良好场所，让青少年在浓郁

的文化氛围中吸取知识的养料，练就好

学、乐学、明礼、诚信的美好品质。

关爱特殊困难学生群体。成立残疾

人教育专家委员会，依据有关标准对县

域内适龄残疾儿童少年身体状况、接受

教育和适应学校学习生活能力进行规范

评估，对是否适宜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和

延缓入学（休学）等提出评估意见；按照

“轻度残疾儿童随班就读、中度残疾儿童

在特殊教育学校接受教育、重度残疾儿

童送教上门”的原则，切实做到应安置尽

安置。

培养学生阳光心态。在各学校成立

“心理咨询室”，适时对学生开放，接受他

们的咨询，为其答疑解惑；对寄宿学生特

别是“留守儿童”开设心理健康辅导课，

及时疏导他们心理上的问题，引导学生

健康成长；很多学校设立了“走廊书屋”

“开放式书屋”，创造条件让寄宿学生与

图书零距离接触，培养他们良好的阅读

习惯；建好乡村少年宫和“留守儿童之

家”，配备相应的运动、娱乐等器材，有

条件的学校还安装了亲情电话，周末对

学生开放，由宿管员全程陪伴，让他们时

时感受到家的温暖。

富顺县
“校园直通车”温暖学子

回家路
本报讯（宋诚 张正华）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富顺县教育和体育局、富顺

县交通运输局迅速行动，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重要

内容。为解决学生节假日、归宿假等返

家难题，富顺县于今年 3月正式开通“校

园直通车”，为归宿假、节假日期间回家

的学生开展“一站式”服务，“点对点”关

怀。

科学研判，精准定规划。“校园直通

车”采用政府、企业、学校“三方联动”共

建的模式，县教体局同交通运输局牵头，

与政法委综治办、公安交警大队等部门，

先后召开研讨会 16次，制定车辆入出校

时间表，规划车辆行进路线；县交管所总

揽协调，5家企业承办运输服务，通过提

前向学生发放预乘卡、错峰放学、错峰输

送等方式进行接送。目前，富顺第二中

学校等 4 所城区学校开通“校园直通

车”，规划路线25条。

部门联动，合力保安全。交通运输

管理所举行专题安全培训 12场次，对驾

驶人员进行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再上

岗；公安交警大队出动警力 40 人次，在

开通“校园直通车”的 4所学校设置警力

执勤点6个，处理突发问题3起。

组织有序，党员作表率。各学校精

准摸排返家学生人数，采取错时放学、车

辆错峰进校的方式，在校内设置临时“站

台”，组织学生有序上车。各部门、学校

共组织 416名党员干部、交通警察、综合

执法人员、教师、司乘人员积极参与“校

园直通车”护学岗、校园周边环境整治、

学生运载等工作。

“校园直通车”“三方联动”“一站式”

点对点精准运输服务，有效解决了城区

高中学校学生放假乘车难和校园周围交

通拥堵的问题，切实为学生提供了方便，

同时压缩了非法营运车辆和“黑车”的生

存空间，最大程度保证了学生安全。

成都市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打造专业化少先队辅导员队伍——

少先队成为小学思政教育“专业队”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鲁磊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和家人学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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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大附小：构筑学生近视防控网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5月 11日，成

都中医药大学首届“刘敏如班”开班仪式

举行。国医大师刘敏如、首届国家级教

学名师万德光、校长余曙光、刘敏如中医

妇科传承弟子代表和相关部门、学院及

师生代表参加仪式。香港东华三院代表

远程参加了开班仪式。

余曙光介绍，“刘敏如班”是成都中

医药大学继李斯炽班、凌一揆班、吴棹

仙班等之后，将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结

合的又一创新，是做好活态传承的重要

举措。

刘敏如是我国的国医大师。1956
年，刘敏如考入成都中医学院，1962 年

毕业留校工作，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全国首位女性国

医大师。2002 年，应香港人才输入计

划，刘敏如前往香港东华三院——香港

大学中医药临床教研中心工作。“刘敏

如班”即是由成都中医药大学与香港东

华三院联合开办的特色中医妇科人才

培养班。

香港东华三院主席谭镇国介绍道，

东华三院将向成都中医药大学教育基

金会捐赠 100 万元港币专项基金，以奖

励年轻中医学子，鼓励大家钻研中医

妇科学，同时希望“刘敏如班”的成立

能够加强内地与香港中医药人才交

流。

刘敏如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激之情，

并表示，“刘敏如班”是别开生面的创举，

在学校和香港东华三院的鼓励下，将不

遗余力从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提

供支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力争将这

个班办好。

从 2020年秋季学期起，成都中医药

大学每年从中医学（5+3一体化）专业三

年级本科生中遴选 20 名学生进入中医

妇科特色班“刘敏如班”学习。人选采取

“学生自愿报名-面试考核”的方式确

定，由刘敏如女科医系研究院（深圳）成

员及刘敏如指定成员组成考核组，进行

面试考核。

创新中医妇科人才培养模式

成都中医药大学开办“刘敏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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