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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童心筑梦 绽放未来

新闻 动态

全国首座学前教育博物馆
在成都开馆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浚录 记者 何元凯）5 月 30
日，全国首座学前教育博物馆在成都市第三幼儿园落
成并开馆。
该馆以传播更多中华学前教育文化和中国“慈幼”
学前教育精神为主旨，涵盖“中国风”
“ 树基源”
“ 三幼
潮”
“儿童乐”
“未来兴”五个场馆。其中，
“中国风”场馆

在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
童节来临之际，为庆祝这个充满
童真与欢乐的日子，我省各地各
校创新形式、拓宽渠道，举办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新时代儿
童的精神风貌，让孩子们度过了
一个快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我省各地各校开展形式多样活动庆
“六一”

设置“古代学前教育”
“近现代学前教育”
“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学前教育发展”三大主题，高度浓缩了中国学
市第三幼儿园及其前身树基儿童学园的百年历史变
迁。该馆馆藏有中国第一本木制玩具教材——《木制
玩具图样》
《幼稚园春夏秋冬四季教材》、卢乐山的硕士
论文等文物资料。

内江市东兴区阳光幼儿园的小朋友欢庆﹃六一﹄。
（兰自涛 摄）

前教育发展历程；
“树基源”与“三幼潮”场馆展示成都

儿童心向党 筑梦新征程
在巴中市巴州区四小，一年级开展了
“喜迎二十大，争做好队员”入队仪式。学生

据介绍，学前教育博物馆未来将充分发挥载体和

们认真观看了《入队十知》
《红领巾》等视频，

窗口的作用，向社会各界开放，延续有根、有魂的学前

进一步提高了对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认识。

教育文脉。博物馆的筹建方，成都市锦江区教育局还

老师围绕“我们为什么入队”
“红领巾代表什

将开发“数据博物馆十阶师训课程”，生动推进优秀学

么”对学生进行了深入讲解。仪式中，校长

前教育文化与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融合创新，更加完整

李光珍深入到每一个新建的中队授中队

准确地讲述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历史，更好地发挥以史

旗，向新队员表示祝贺，并勉励少先队员

育人的作用。

们。教室里，新队员与辅导员老师一起高
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高昂的旋律响

安居区加强学校管理干部
队伍建设

彻校园。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举行“喜迎二十大，
争做好队员”2022 年“六一”主题队日活动暨

本报讯（夏莱文）近年来，遂宁市安居区教育和体

新队员入队仪式。六年级老队员代表为新

育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三抓三强”为抓

队员佩戴鲜艳的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

手，着力加强学校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努力为促进全

礼。大队辅导员带领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

区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办学质量水平提供坚强的组织

宣誓，老队员重温入队誓词。大队辅导员激

保障。

励队员们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成为有理想、

抓机制强规范，把牢选人用人关口。鲜明“重德树
德、崇尚实干”用人导向，修订《安居区学校管理干部选

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队员。
宜宾市南溪区钟灵街小学校举行以“喜

通沙盘、无人机探洞、机器人跳舞、弹力小

学习一年多的“微光女孩”小队用一曲“铿锵

车、干冰瀑布……在运动场上，30 多个数学、

玫瑰”表达对足球的热爱和对新队员的欢

受到同样的关爱，用爱为他们的成长护航，

在儿童节前夕，为了让特殊困难儿童

拔聘用办法》，实施干部聘任制、任期制和任期目标制，

迎二十大，争做好队员”为主题的少先队新

科学、信息学的体验点位深深吸引了学生的

迎，她们参加 2021 年“金教杯”足球联赛的

纳溪区民政局开展“为爱续航”圆梦活动。

形成“能者上庸者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干部管理新

队员入队仪式。在入队前，学校开展了队前

目光。一个个缤纷有趣的体验点位，让学生

夺冠视频让在场人员为之欢呼，金牛区教育

来自区内 20 余名孤儿、事实孤儿、低保等

格局。

教育系列活动。同学们通过观看视频，学习

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整个校园洋溢着欢乐

局调研员刘国模现场为布拖白果林代表队

家庭的特殊困难儿童代表在志愿者的带领

的节日氛围。

颁发奖杯。随后，与会人员共同为全体布拖

下，去到星球部落研学实践基地，度过了开

女足苗子捐赠球服、球鞋、球袜，送上节日的

心快乐的一天。

抓培育强素质，提升治理能力水平。实施《安居区

“六知、六会、一做”，了解了第一个少年儿童

学校管理干部素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2 年—2024

革命组织——安源儿童团。老师还精心制

六一儿童节遇上安全生产月会是一幅

年）》
《安居区教育系统优秀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

作了“少先队入队前知识问答”的试卷小测

什么样的画面？5 月 31 日，泸州纳溪海事处

开展“安居教育大讲坛”
“素质能力大比武”
“领军人物

试，通过连线和填图由浅入深链接知识，使

志愿者为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的学生送上

大评选”
“名工作室大建设”等活动，建立名校长工作室

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认识。

了 特 殊 的 节 日 礼 物 ——
“一堂安全教育

甘孜州围绕“少年儿童心向党”也开展

课”。志愿者从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传承

入手，用互动演示、现场模拟、视频动画等多

学校管理干部日常管理暂行规定》
《安居区学校管理干

红色基因、培养法制观念、争做时代新人。

元化的方式让水上交通安全知识更加浅显

部常规管理十五条》，从政治纪律、工作纪律、深入一

聆听一次红色宣讲。搭建学校、家庭在线育

易懂，在学生的心中种下“安全意识”的种

线、能力提升等方面，明确管理“底线”
“ 红线”。采取

人网络，创新讲好党的故事、甘孜红色故事

子，不断提高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意识和风险

“四不两直”等方式，强力推进“重实干、强执行、抓落

进校园、进家庭活动；发挥志愿宣讲团、巾帼

防范能力。

2 个，
培育市区知名校园长 17 名。
抓管理强作风，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印发《安居区

实”作风建设巩固行动。

蓬溪县开展特色茶文化教育
本报讯（姜林）为推进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走深
走实，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力赋能，蓬溪县深挖乡村教育
潜质，在金桥镇高坪学校开展以茶文化教育为主题的
特色文化教育实践活动试点，探索农村学校发展独特
的教育模式，促进农村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开发系列校本教材，
让茶文化传继有本。挖掘地方
文史资源，抓住当地茶业兴盛、茶文化厚积，编写《茶的
那些事儿》
《醉美茶画绘》等茶文化教育主题校本教材和

《陶艺制作》等拓展教材，并开展教学活动，为学生视野
拓展、
兴趣培养和品德化育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

志愿者、青年志愿者、
“ 五老”人员励志讲解

各地幼儿园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六

等作用，在学校开展红色宣讲，引导少年儿

一”活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度

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开展一堂法治讲

过一个欢乐的儿童节。乐至县第二幼儿园

座。通过专家现场讲座、云视频线上普法等

开展了“花样篮球迎大运，趣味玩水乐翻天”

形式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

庆祝活动。单手拍球、双手交替运球……各

争当一名儿童标兵。开展“红领巾心向党·

班幼儿进行了花样篮球节目展示。趣味玩

争做新时代好儿童”主题活动，探索建立“红

水活动中，水战区、喷画区、泡泡区、捉泥鳅

领巾奖章”争章体系。举办一场文艺汇演，

区，幼儿们玩得不亦乐乎。内江市东兴区阳

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风采。

光幼儿园通过泡泡大战、绘画等趣味游戏，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观看机器人跳舞。
（图片由学校提供）

让小朋友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
成都市第十幼儿园更是将帐篷天幕搬进幼

花式庆“六一” 快乐心飞扬
“童年杂货铺”开业啦！儿童节前夕，在
成都市实验小学的操场上，出现了各式各样

儿园，再摆上可口的美食，邀请小朋友参加
了一场欢乐的野餐会。

拓展丰富校内活动，让茶文化鲜活有形。将音

的杂货铺，每一个摊位上都晒出了不少“宝

乐、舞蹈、美术、书法、诗歌等艺术教育与茶文化教育

贝”。据了解，这些“宝贝”是学生在学习生

有机融合，并以茶文化为统领，以茶器延及土陶文化

活中收集的成长纪念品，他们还细心地为自

5 月 31 日，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在成都

等，拓展校园特色文化学习实践活动，形成茶文化为

己的物品配上了《说明书》。每个学生的“宝

市白果林小学开展“微光行动”六一儿童节

统领，以其他乡土文化为支撑的系统校园文化特色教

贝”标准都各不相同，有的是努力学习换来

庆祝活动暨“致善天府”彝族孩子关爱活

育活动体系。

的五星评价，有的是从 B-到 A+、记录一次

动。按照《对口帮扶凉山州布拖县校园足球

创新校外研学活动，让茶文化实践有路。开展校

次进步的作业本，有的是特别有意思的课堂

（微光行动）框架协议》要求，金牛区教育局

外“研学旅行·茶文化劳动实践”，通过学生亲临茶园观

作业，有的是收到同学送的小礼物等等。学

在帮扶布拖县女足苗子 30 人基础上，再帮

察采制、茶艺修习和品茗感悟，让学生从视、听、嗅、味、

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的成长被更多

扶 10 名适龄女足苗子继续在金牛区学校开

触、思中全方位体验茶的魅力，通过知识、体验、交流、

人看见，也让学生在满满的成就感中度过一

展
“全跟岗”
学习。

态度等方面的综合实践，训练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个快乐的儿童节。

（上接 1 版）
发挥高校引领作用，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
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小学学段是
基础，大学学段是关键。高校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中责任重大，要增强政治自觉，发挥学科专业优
势、人才优势，发挥“思想库”
“专家库”作用，为一体化
建设谋良策、出实招、作示范，推动一体化建设高质量、
内涵式发展。
西华大学高度重视立德树人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始终坚持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领导，形成
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学校高度重视思政课建
设，积极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作为成
都市金牛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联盟”的发起成员单
位，协同推进实施了“思政教师校际互联”
“课程资源校
际共享”
“教研 1+N 片区互动”
“思政资源校际互通”等
工作。下一步，学校将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省
重点马院的学科优势，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中
的规律研究和理论阐释，强化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着
力提升思政课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利用
国家级省级一流思政课程和思政专业建设的经验，发
挥教学团队、名师工作室“大手牵小手”的作用，为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赋能增效；进一步加强与中小
学的结对共建，在理顺机制、搭建平台、协同联动、资源
共享等方面下功夫，
让一体化育人“实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党中央殷切希望共青团
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这是党的殷切期
待，也是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待！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心
怀“国之大者”，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扎根中国大地，理
直气壮办好思政课，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培育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
勇毅前进。

（本报综合整理）

礼物。

爱心暖童心 关怀护成长

当天，新增的 10 名新队员初到成都。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附属小学举办了首

白果林小学校长葛永婷就 2009 年龄段新队

届金魔方“创·智”嘉年华暨六一儿童节庆祝

员入校表示欢迎，和学校代表一同为 2009

活动。VR 沉浸式体验、激光切割机、智慧交

年龄段新队员捐赠书包。已在白果林小学

巴中市巴州区四小教师给学生讲解队旗知识。
（李政 摄）

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小学构建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用儿童视角讲好课程思政
■ 本报记者 殷樱
为检验党小组课程思政内容实施成效，构

论，学生们脱口而出。当数学老师带着学生探

文章，以设计展开不同年龄段的模块，不能让

密得结合在一起。”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建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日前，成都师范银都紫

秘故宫铜镜馆、铜币馆时，会让学生体会铜币

年龄和认知完全脱节；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修

马宏韬告诉记者。

藤小学（以下简称“紫藤小学”
）党支部开展了

的外圆内方，教给他们外柔内刚的做人道理。

为，悟其道，才能传其道；要体现学科本位、发

《党建引领的小学思政课堂智慧教学实践研

美术老师组织学生进行故宫文创作品展示，利

掘学科的教育价值的同时，来体现思政教育。

究》课题阶段性成果汇报活动。不论是课堂建

用这个过程去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了解什么

设，还是制度保障，学校一直在努力探索用儿

是工匠精神。

童的语言和视角开展课程思政，实现思政元素

润物细无声是课程思政的应然样式。据

同时，为了提高课程思政的教研实效，学

校让每个教研组都制定了一张 GPS 导航表。
“我们借用 GPS 的概念，将它理解成为 G 就是

探索小学课程思政新路径

goal（目标），P 就是 point（要点），S 就是 step（步

党小组建在教研组，制定课程思政建设 GPS

骤），将这一学期老师要完成的任务按照目标、

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通过课程思政系好学生

了解，在课程设计中，老师们就努力研读教材，

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结合时事新闻热点，找准思政元素切入口，从

时间，紫藤小学采收了各学科思政课例 86 节，

且明白自己承担的任务。”马宏韬说，GPS 表极

学生需求出发，站在儿童的视角，去确定课例

实现了全学科、全年级、全学生的 100%教学覆

大地提升了老师的工作效率，到了期末，学校

设计主题。

盖。其中 50 节课例能够进行资源转换，并通

就用这张 GPS 表进行各个学科的任务验收和

过频道内分享，供每一位党员教师再学习。

闭环。

让思政教育
“润物细无声”
跨学科融合教学，
巧妙融入思政元素
云游故宫，解读“和”字的丰富内涵，利用

作为观课专家，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
校科社·法学教研部副教授吴俊蓉博士表示，

据介绍，自开展课程思政以来，两个月的

学校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做到全员、全科、

要点、步骤进行分解，让每位老师都目标清楚，

除了数量保底，学校也很重视课程思政的

数学方法模拟复原文物，进行故宫文创产品设

思政内容如何选择很重要，教师不要强行灌输

全程开展课程思政？这背后是学校党支部紧

成果输出。比如，学校会推荐课例建设组成员

计……成果汇报活动当天，三位不同学科的任

枯燥的理论，而要结合课程内容巧妙地植入思

随党的号召，观念先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课

参加各级课程思政的教学竞赛和课程研究，评

教老师同上一节《故宫中的文化密码》课，借助

政元素。她认为，紫藤小学的精品课为义务教

程实施的保障机制。

选校级优秀思政课例，并推送到智慧教育等优

学校智慧课堂，创新学科融合，给大家展示了

育学校课程思政的实践树立了典范。同时，她

在结构调整中，学校尝试把党小组建在教

一堂精彩的课程思政示范课例。

建议，教师要在教学中把握学科本位，勤于总

研组，让教研组长和党小组长的身份合并，在

结校本实践，善于对比分析凝练，以推动课程

时间和空间上就能够保障党小组的活动开展，

进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将党小组建设工作与学

思政理论的创新发展。

如何将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课堂中，是小
学课程思政的难点。解读“和”字的内涵时，在

质平台，
以此激发老师的积极性。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紫藤小学正在努力推

学校的课程思政也有了研究的阵地。
“这样做，

科组教学教研工作紧密结合，多方联动，全员

语文老师的引导和一次次的生生碰撞中，社会

中学高级教师、成都市学科带头人陈红也

能很好地解决党建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两张

参与，开展课程思政常态教学，形成智慧教学

主义核心价值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言

表示，要用课程思路整体规划设计来做好思政

皮’的问题，将党建引领的工作与教育教学紧

环境下的课程思政典型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