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踢毽子、跳皮筋……1月18日下午，哨声

一响，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简称“泡

小西区”）教室里的孩子们便冲向操场、走廊、

小广场等地方，做着各种游戏。这是泡小西

区开设寒假托管班（简称“寒托班”）的第二

天，孩子们在学校玩得很开心。

为帮助家长解决寒假看护难题，成都市

青羊区开设2022年寒假托管班，辖区内一共8

所学校开通托管服务。寒托班从1月12日—2

月14日，分为一到三期，每天9:00—17:00。凡

青羊区在籍小学生，本着自愿和就近原则，均

可报名参加。

泡小西区是积极响应寒托服务的学校之

一。该校寒托班两期一共有 2200 余名学生

（两期有重叠学生）报名参加，基本上是本校

学生。按照自愿报名和课程设置特点，学校

一共有60多名教职工参加寒托服务。

为了办好寒托班，泡小西区做了充分的

前期准备。从寒托班的课程看，长短课程穿

插，有短至20分钟的晨诵、书法课，也有长至1

个小时的运动课。课程主要以艺体为主，注

重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比如，本周寒托班

开设了剪窗花、手工黏土、制作红包灯笼等传

统手工艺课程，也有名篇赏析、新闻播报、生

活中的科学等课程。同时，学校还准备了课

程资源包，便于教师使用。

“昨天学了剪窗花，拿回家给妈妈看，她

觉得很漂亮，让我包揽春节时家里的窗花。”

说起参加寒托班的感受，三年级学生廖晓意

自豪地说。往年没有寒托班，放假后，父母还

在忙工作，廖晓意只能回内江外婆家。而今

年，她既能来学校做作业，又能玩很多运动游

戏，还解锁了不少新技能。

“家长们热情高涨。”泡小西区校长周英

介绍，学校寒托班正式通知出来后，家长们纷

纷报名，当天晚上，教务处还在接听家长报名

电话。

前来接孩子寒托班放学的韩鑫雨果爸爸

告诉记者，好多家长在班级群里说，孩子回家后

高兴得很，他们既能在校写寒假作业，又能跟熟

悉的同学玩。“关键是娃娃开心，我们也放心。”

在周英看来，寒托班延续了青羊区提出

的“5+2+N”课后服务模式，也是落实“双减”

政策的重要实践。“寒托班不是把孩子们守着

就行，而是根据其成长特点，提供高质量教

育。”周英说，课程也会根据学生需求进行动

态调整。

学生在“寒托班”上玩棋类游戏。 学生在操场上踢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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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课程穿插 学生直呼“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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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朋友们，人生如长跑，薄发需厚积，

回归教育本源，我们要有静待花开的勇气和

底气。”1月中旬，成都市中小学陆续开始放寒

假。1 月 18 日早晨起床后，代益梅顺手将成

都市教育局《致家长的一封信》转发到班级群

里，还特别摘出了这段话。

代益梅是都江堰市团结小学副校长，同时

也是二年级的一名数学老师。没过多久，当她

再次拿起手机，才发现班级群里“炸开了锅”。

“厚积薄发需要孩子全面发展，特别给今

年的寒假作业点个赞，太考验孩子的综合素

养了。”“代老师，孩子一大早就冲出去做寒假

作业了！”“这样的寒假作业太‘香’啦”……原

来，家长们在群里讨论起了寒假作业。

是怎样的作业，能让孩子“冲出去”做？

让家长们也这么兴奋？原来，都江堰市团结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今年有一项“新年小吃货”

的寒假作业——100元吃遍都江堰美味小吃，

要求孩子在大人的陪同下，和小伙伴组队去

都江堰古城寻觅美味小吃，填写《100元吃遍

都江堰小吃体验记录单》，也可以绘制美食地

图攻略，开学时带到学校交流评比。

1 月 18 日一大早，都江堰市光明团结小

学二年级2班的马果苒约上小区的小伙伴，在

家人的陪伴下，开启了“逛吃”的节奏。而在

前一天晚上，她和小伙伴已经“开会”讨论过：

西街的抄手适合爷爷奶奶吃，杨柳河街的赵

卖面、砂锅粉、牛肉豆花不错……

“我们还要规划一下路线，怎么走最合

理。”刚到古城门口，马果苒提议选择最适合

的路线，随即几个小伙伴开始在昨晚的清单

上圈出地点，还借用家长手机查询地图。规

划好美食路线，小伙伴们又开始分工，有的负

责询问价钱、有的负责记录支出、有的负责记

录味道……

“二年级上册数学刚刚完成100以内加减

法的学习，100元吃遍都江堰正是课堂知识的

运用。”代益梅介绍，“游戏化”的寒假作业都

是由老师根据教学进度精心设计的。

“没有了辅导作业的‘鸡飞狗跳’，这样的

实践作业，让孩子在快乐中就完成了。”马果

苒妈妈告诉记者，对比之前，今年，孩子各科

的书面作业明显减少，实践类作业明显增

多。在陪伴孩子做实践作业的过程中，她发

现孩子更能主动去思考和解决问题，也能跟

社会生活建立更多的联系。

记者翻看《都江堰市团结小学学生寒假

建议》发现，类似“新年小吃货”这样的寒假

作业有很多。比如，二年级还有数学寒假作

业——“游戏设计师”，让小朋友设计数学游

戏产品；五年级的语文也抛弃了传统的“题

海”式作业，建议学生读《水浒传》，制作人物

思维导图等。而从校级层面来说，团结小学

给每位学生布置了德育和体育寒假生态作

业，提倡学生参与公益服务，学习一些劳动

技能等。

“‘双减’之下，作业的数量要减，但质量

要加，孩子的全面发展更要加强。我们希望

能和家长携手，还孩子一个快乐的学习生

活。”看着群里热烈的讨论和分享，代益梅微

笑着发出了这段话。

近日，记者来到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学

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学期，该校做了一件在

很多人看来“胆子太大”的事——将初三体育

课由3节增设为4节。

“双减”之下，面临升学压力的初三，是很

多人不愿谈及的“敏感话题”。在育才中学校

长任劲松看来，重压之下的初三学生，更需要

有释放压力的途径，“一个热爱运动的人是不

太可能抑郁的。”

身形健美的任劲松本身热爱运动。育才

中学是一所有着两个校区72个班级的初中学

校，作为校长的任劲松却一直坚守数学讲台，

还担任着一个“特别”班级的班主任，工作压

力可想而知。而他自己调节精神状态的法

宝，就是挤出时间，走上球场。

实际上，从任劲松2007年成为育才中学

校长开始，该校就没再让体育老师“生病”。

而这不仅是校长的要求，曾经常使体育老师

“生病”的语数外老师也达成了共识。“在增加

体育课以前，班主任就想方设法让学生每天

锻炼1小时，效果是明显的。”从教37年的初

三语文老师王世文说。

除了增设一节体育课，育才中学还开展

了体育走班制试点，每周增加的1节体育课由

学生选择一个专项学习，以更好地培养学生

专项运动技能。例如，每周四上午最后一节

同时有8个初三班级上体育课，选足球的有专

业足球教练教学，选排球的则有排球教练上

课……

在不久前结束的叙州区第三届中小学校

园足球比赛、篮球比赛中，育才中学男女足球

队、篮球队包揽4项冠军。该校教职工代表队

获得叙州区第三届教职工运动会女足冠军、

男足亚军、健身舞季军。

与此同时，育才中学的教学质量在当地

一直名列前茅，开展集团化办学后，该校也是

集团的龙头学校。宜宾市不少高中反馈：育

才中学的学生潜力大、后劲足。

“我以前跳绳只能跳120个左右，现在可

以跳170多个了。”育才中学初三学生席曼琳

告诉记者，初三学习压力大，体育课能够在锻

炼身体的同时帮助自己释放压力。“一周四节

体育课帮助孩子更好地缓解了压力，孩子的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更好了。”看到孩子身上的

变化，席曼琳的父母表示非常感谢和支持学

校的决定。

“我们的办学理念就是为学生终身发展

奠基，那么这基石是什么？健康的身体、健全

的心理，这是我们讨论得出的。”任劲松说。

初三增加一节体育课以及体育走班制，

是全校讨论通过的试点行为。任劲松告诉记

者，通过这学期的效果观察，学校计划下学期

在所有年级全面推行。同时，他还谋划着将

来能实现每天一节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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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寒假作业
■ 本报记者 倪秀 何元凯

初三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了一节体育课
■ 本报记者 何元凯

乐至县：“五心”服务 确保师生平安度寒假

本报讯（泽翁扎西 邵兴聖）为使广大师生

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寒假和春节，近日，丹巴

县教育和体育局谋划部署，组织各学校为每一

名学生送上“三个锦囊”，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

乐、充实、而又有质量的寒假生活。

调身心。让自己更阳光，做有理想、有目

标、有毅力的好孩子。加强自身思想品德教

育，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注意保护视力，控制

好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和方式，将每天运动作

为每日的必做作业，并鼓励低年龄段学生与家

人互动，做一些趣味体育游戏，锻炼身体、增强

身体免疫力。

勤读书。让自己更充实，做“腹有诗书气

自华”的读书人。“双减”工作以来，学生的书面

寒假作业少了，为了引导学生度过一个快乐而

有意义的寒假，各学校将寒假阅读作为一个切

入点，引导广大师生“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

人”，以读书促养成，以读书树理想，以读书育

人格。号召学生和家人一起阅读，通过小手拉

大手，打造书香家庭，推进全民“悦”读活动。

重安全。让自己更平安，做文明小公民。

县教育部门组织学校，向每位家长发放告知

书，提醒家长加强监管和学生自我监督，防止

假期意外事故的发生;寒假期间，要按照当地

要求做好疫情防控，非必要不出行，就地过

节，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加强自我防护，

养成勤洗手、常通风、戴口罩、用公筷、少聚集

等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健康监测，保持良

好心理状态。学校组织老师开展不定期的家

访及电话访谈，了解学生动向。继续推进“小

小五员”小手拉大手齐力抓好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

丹巴县:“三个锦囊”充实学生假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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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龚大烈）日前，乐至县教体局统

筹安排，精心部署，抓实抓细学校寒假各项工

作，开展 5 个贴心式服务，确保寒假期间校园

安全稳定，让全县师生收获一个平安、祥和的

假期。

让综合素质评价鼓舞人心。全县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按照相关考试管理要求，结合本学

期教学进度情况，认真做好期末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等工作，要不断完善学生成长记录和综合

素质评价，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反映学生在德

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发展情况。

让疫情防控安定人心。全县学校要充分

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严格落实值班

值守制度，加强校舍安全管理，严禁外来人员

随意进入校园。要加强人员管理，积极引导师

生和家长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坚持“非必要、不

出行”原则，原则上不出境、不出川，不前往中

高风险地区。要制订2022年寒假放假及春季

学期开学防控工作方案，做到一校一案，要坚

持关口前移、严防输入。

让寒假生活快乐开心。全县学校要指导

学生合理安排假期生活，让学生度过一个健

康、愉快、祥和的寒假。优化作业设计，控制作

业总量，结合实际，适当布置一些阅读、劳动、

科学、艺术等多种形式的作业。教育引导学生

科学使用手机，积极发展爱好特长，主动参加

家务劳动，从小培养健康生活习惯，着力提升

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倡导学生利用假期和

家长一起自主选择参加体育运动，逐步养成自

觉参与并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家

校社联动。鼓励教师通过网络、电话等多种形

式对学生假期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进行指导

和辅导。

让校外培训规范放心。8个责任区教育督

导组加强排查和监管，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

禁止假期组织学生集中有偿补课或变相补

课。学校（含幼儿园）不得将校舍、设施设备等

办学资源租借给社会办学机构办补习班。

让校园安全周密暖心。全县学校高度重

视，全面落实各项安全工作。放假前，开展

一次全覆盖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建立问题隐

患台账，实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并及时整

治，上好放假前的安全教育课，强化假期值

班值守。

（上接1版）

注重融入研学实践。精心研制9条中小学红

色教育研学精品线路、112个红色教育实践基地。

指导高校深入挖掘了一批诸如“江姐纪念馆”“陈

毅纪念园”等校史红色实践基地。指导开展研学实

践共计1.4万次，参与人数达250万人次。

注重融入文化活动。开展“从小学党史，永远

跟党走”等主题教育活动2100余场，举办“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舞台剧展评、“百年辉煌

路、奋斗正当时”大学生讲思政公开课等活动，热

情讴歌党、感恩党。

突出人民至上，办好民生实事

学校“双减”政策落实得怎么样、工作推进中

遇到哪些难题、如何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近日，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李建勤前往成都市泡桐

树小学西区分校、成都市实验小学调研，并主持召

开部分中小学“双减”及“五项管理”工作座谈会，

推动“双减”及“五项管理”工作落地见效，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一年来，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党组着力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强化问需于“民”。通过信访走访、网络征集、

现场调研等方式，找准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

事、师生的操心事，共收集3000余条民生需求。

坚持服务于“民”。将民生需求分层分类整理，

确定重大办实事项目10项，厅级党员领导干部领

办具体实事17项，高校精品实事325项，牵头负责

省级党员领导干部项目11项，省委、省政府重点

民生项目1个大项，4个具体事项。截至目前，重大

实事项目、厅领导牵头办理实事等362项办实事

项目如期完成。

突出问效于“民”。通过暗访检查、实地督导等

方式全力推动办实事项目落地落实。规范民办义

务教育和“公参民”学校治理，公布省市县三级教

育行政部门“双减”监督举报电话，开通免费高考

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实施义务教育教师安身工程、

建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大数据平台等，以实

际行动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2021年，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党组着力补齐

教育民生短板，切实办好广大群众关心关注的民

生实事。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补助资金17

亿元，累计建成投入使用城乡公办园260所，增加

公办园学位4万个。投入义务教育专项补助资金

30亿元，建设义务教育学校240所，增加公办义务

教育学校学位12万个，基本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大班额。

突出常态长效，巩固学习成果

持之以恒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推进以党史

为重点的“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强化大中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

同、道路认同。

持之以恒用好本地本校红色资源，充分挖掘和

利用好四川的红色教育资源，同时，结合各校实际

深入挖掘校训校史中的红色元素以及先进党史人

物事迹，将其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持之以恒抓好制度机制建设，2021年，省委教

育工委、教育厅党组陆续制发《关于高校与市（州）

结对共建心理健康教育的通知》《关于成立四川省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等制度文件，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

常，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党组将紧紧围绕“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再深化、再

提升，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

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为推进教育高

质量发展，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夺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胜利作出教育新

贡献、展现教育新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按照《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

2021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川

新出〔2022〕11 号）要求，现将《教育导报》、

《四川教育》杂志、《少年百科知识报》、《今

日中学生》杂志、《当代职校生》杂志符合法

定许可条件，拟申请通过新闻记者证核验

的持证人员名单予以公示，公开接受社会

监 督 。 举 报 电 话 ：四 川 省 新 闻 出 版 局

028-63090885。

《教育导报》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名

单：葛仁鑫、鲁磊、钟兴茂、陈朝和、陈军、屈

辉、周睿、佘依颐、向颖、胡敏、殷樱、刘磊、

胥茜、何文鑫、张文博、郭路路、夏应霞、何

元凯、杜蕾

《四川教育》杂志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

名单：陈智勇、王建强、李益众、余小刚、雍

晓燕、赵敏、陈敬

《少年百科知识报》新闻记者证持证人

员名单：刘艺、罗娜、周俭、郑晓京、梁晶晶、

王润兰、廖晗宇、吕奕奇

《今日中学生》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名

单：王涛、贺梅

《当代职校生》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名

单：冯薇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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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导报》《四
川教育》等报刊新闻记者
证持证人员名单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