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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快讯
场口中学
举行“十八岁成人节”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高利亚）12 月 7 日下
午，场口中学2018届高三学生齐聚学校大
操场，举行“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

宣誓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
幕，场口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孙志军作为
长辈，给予十八岁的青年殷切的希望，鼓励
高三学子十八而志，更有担当，并给高三各
班代表佩戴成人帽、成人徽章、赠送《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

高三（7）班胡笳家长胡国忠送上了对孩
子们即将成人的祝福。卢志成同学代表高
三全体同学表达心声，感谢父母的辛勤养
育，感恩老师的无私教诲，肩扛梦想，不负青
春。全体学生在高三（8）班童星澄和李江淋
两位同学的领誓下面向国旗庄严宣誓，立志
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公民。

最后，孙志军带领高三工作组成员、学
生跨入“成人门”。家长代表们自发地站在

“成人门”两边，用掌声为孩子们送上祝福。
成人仪式结束之后，各班举行了12·9

越野赛，让刚跨进“成人门”的同学们用自
己最真实的奔跑铭记历史。

银湖街道入选2017年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镇

银湖成校喜获新时代社区教育工作骄人业绩
记者 邵晓鹏通讯员 吴越

前不久，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发

出通知，公布201 7年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乡镇），银湖

街道名列其中，是富阳今年入选的两个街道（乡镇）之一。

银湖街道于201 3年6月由原高桥镇、受降镇合并而

成，距杭州市区20公里，离富阳城区5公里，下辖22个行

政村和1 个社区，总人口4.8万余人，是富阳全面融入杭

州主城区“半小时交通圈”的桥头堡。

以创建促发展，是201 7年银湖成校工作的一大特色

亮点，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浙江省基层示范党校、杭

州市百姓学习之星1 名、杭州市立项课题结题1 个、杭州

市示范性学习型社团2个、富阳区示范性市民学校1 所、

富阳区标准化市民学校3所、富阳区示范性学习型社团2

个，从国家级到省级，再到市级、区级，银湖成校收获颇

丰。在新的一年里，银湖成校计划争创浙江省现代化成

人学校，并将推荐杭州富阳导岭新新湖笔厂厂长闻星根

参评浙江省百姓学习之星。

银湖成校高度重视教科研工作，积极构建和完
善教科研组织体系和制度建设，提高教科研水平，提
升教师素质。每年都有论文在富阳区、杭州市获
奖。其中，《乡镇成校“校企联姻”培训模式的实践研
究与反思》等 4 篇论文获得杭州市一、二、三等奖；

《也谈富阳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等6
篇论文获得富阳区一、二、三等奖。

近年来，银湖成校积极承担市、区级社区教育立
项课题的研究。其中，杭州市2015年度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乡村工艺湖笔制作学习型社团的培育与实
践研究》，现已结题正在杭州参评；富阳区2016年社
区教育（成人教育）特色品牌重点建设项目《银湖农
村学习型社团培育》，正在研究之中。此外，《银湖农
村学习型社团培育》项目在杭州地区有较高的知名
度，今年6月，杭州地区100多名社区教育专家、学者
齐聚银湖街道，聆听银湖社区教育中心介绍学习型
社团培育的先进经验，现场观摩唐家坞村女子拔河
队、唐家坞书院两个学习型社团。

本报讯（通讯员 杨柳春 记者 邵晓鹏）
12月16日上午，富阳区第三届“教育杯”乒乓
球比赛在大源镇中心小学体艺馆拉开帷幕。

比赛以单打、双打的形式展开，众多参
赛运动员之间势均力敌，比赛精彩，尤其是
大源镇小队和城区队比拼中，不时传出热
烈的喝彩声。

历经一番激战后，大源队、青云一队、
城区队获得本次比赛团体前三名，城区队、
新登队、富阳中学队分获女子团体前三
名。区教育局工会常务副主席张建仁为各
运动队颁发了奖杯。

据悉，此次全区“教育杯”乒乓球比赛，
由区教育局主办，富阳区大源镇中心小学
承办。大源镇中心小学一贯注重学科教学
质量和学校拓展性课程的开发建设。在取
得优秀的教学质量的同时，该校的舞蹈队、
科技队、小足球、美工、书法等社团在杭州
市级、富阳区级的各项比赛中也成绩满满。

大源镇小
举办第三届
“教育杯”乒乓球团体比赛

记者邵晓鹏通讯员姚海婴

12月4日下午，富阳二中党员教师、区历史学科带
头人汤伯荣给富阳二中全体文科类学科老师奉献了
一堂精彩的“业务党课”。这是富阳二中党总支自
2013年3月实施“双培”工程以来的其中一项工作。

五年前，富阳二中党总支针对近年来学校年青党
员多，工作经验不足，教育教学业务水平不高，作用发
挥不明显等实际情况，提出并大力实施了“把党员培
养成为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的“双培”
工程，有效提升了党员的整体素质，为推动学校各项
工作的开展，切实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党性锻炼修养。富阳二
中党总支充分利用党员固定主题日、党员民主评议、

“两学一做”“三会一课”等制度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

深入开展“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等
主题实践活动，要求每个党员政治理论学在前、教育
管理干在前、教学业务钻在前、教学科研走在前、工作
任务冲在前、无私奉献做在前，积极引导广大党员自
觉坚持以党章为指导，规范自身思想和行为。

强化教育教学业务培训，提升党员综合素质。以
“把党员培养为技术骨干”为目标，富阳二中党总支采
取给年轻党员“给任务”“压担子”等方法，让年青党员
在班级管理和教学一线上挑起重任；组织由骨干教师
党员、名师党员组成的导师团队，不定期上“业务党
课”，努力提高党员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富阳二中党总支还成立了由“一名业务骨干+一
名党员教师”组成“1+1”互动培养小组，相互学习，共
同成长。党员教师作为业务骨干的入党介绍人和党
课老师，对业务骨干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培训，提
高业务骨干的党性修养，在传道、授业、解惑基础上，

协同业务骨干参加党的主题实践活动，增强党性锻
炼。业务骨干根据教育教学实际，承担起党员教师的
专业师傅职责，辅导党员教师的专业知识，对党员教
师实施业务能力的传帮带。

在发展新党员过程中，富阳二中党总支做到“四
个倾斜”：党员培养发展向业务骨干倾斜；党员培养发
展向一线教师倾斜；党员培养发展向空白点倾斜，消
除学科备课组党员“空白”，实现教学一线各备课组党
员全覆盖；业务骨干培养发展向青年党员倾斜。

五年来（2013年—2017年），有19位青年教师加入
富阳二中教师队伍，其中有11位党员，8位党员担任班
主任，8位党员教师担任过高三教学工作，2位获区新苗
奖，1位在杭州市优质课评比中获一等奖。同样，五年
来，富阳二中从骨干教师中发展8位党员，都获得过区
级以上的荣誉，有的长期担任学科备课组长，这为富阳
二中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增强了党组织的活力。

富阳二中实施“双培”工程
提升党员整体素质

区职教中心
承办区中小学生啦啦操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陈敏）12月17日，2017
“易动杯”富阳区中小学生啦啦操比赛在区职
教中心体艺馆举行。

今年，全区共有33支队伍参赛，共分成
高中、初中、小学三个小组，其中小学组15支
队伍是首次参赛。参赛队伍竞技水平高，其
中不乏松溪小学、鹿山中学这样的国家级比
赛中获奖的队伍。本次大赛总裁判长是浙江
省啦啦操总负责人，裁判员均为各大学任职
的副教授，具有国家二级以上裁判员资质。
大赛严格按照国家大赛评分规则，公平公正。

最后，共有16支队伍获得金奖，其中，富
阳中学、富阳学院、职教中心获高中组金奖，
富春中学、鹿山中学、新登镇中、永兴中学、银
湖实验中学获初中组金奖，富春三小、富春七
小、富春八小、春建中小、松溪小学、东洲中
小、永兴小学、银湖实验小学获小学组金奖。

男女团体冠军主力赛后合影

黄公望高级中学
举行校外锻炼成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邵晓燕）近日，黄公望
高级中学全体学生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进
行校外锻炼成长活动。

扛着威武的班旗，穿着整齐的校服，黄
公望高级中学的学子们走在登山路上。他
们来到金家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看着革命烈
士纪念碑上民族英雄们的名字，真切地感受
到历史沉重感。

据了解，黄公望高级中学一直提倡校内
教育和校外锻炼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本次
校外锻炼成长活动不仅让同学们体验大自
然之美，更让同学们学会如何克服困难、团
结互助。

聚焦就业创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在银湖街道的统筹安排下，银湖成校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紧密合作，加大对失地农民、
进城务工农民和下岗工人再就业技能培训，以及各
类待业、失业人员和外地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
训。

为了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银湖成校采
用菜单式培训方式，通过前期调查摸底，列出了 10
多个培训菜单供学员选择，培训内容涉及水稻高产
种植、有机蔬菜种植、茶叶栽培管理等。

2017年，银湖成校对新型农民和企业职工进行

了一系列的文化素质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组织了
以西式面点师、蔬菜栽培管理、茶叶栽培管理等为
主要内容的各类教育培训。全年总共举办农民素
质培训 15 期 3000余人，企业职工培训10 期 600余
人，专项技能培训10 期 1000多人。

聚焦素养提升，开展市民素质培训

“通过市民的文明礼仪、职业道德、民主法治、安
全生产、卫生保健、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培训，加速银
湖街道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银湖成校校长周益平
说，银湖成校重视市民素质提升工程培训，年培训量
均达万人。

今年，银湖成校开展了多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各
类社区居民素质教育。3月2日、5月19日和10月19
日，分别举办了银湖街道机关妇女、各村妇女干部家
风家训、百场健康知识培训班；6月8日至6月19日，

历时11天，银湖成校联合唐家坞村举办了西式面点
师培训；9月25至9月26日，银湖成校在郜村村举办
了一期蔬菜栽培管理技术培训班。

做好市民素质培训的同时，银湖成校也积极做
好党员干部素质提升培训。银湖街道在银湖成校增
挂街道党校的牌子，年年坚持党员干部春冬双季轮
训，使之形成制度。2月21日，银湖成校联合上陈村
党支办举行了一期上陈村党员、村民组长培训；3月
14 日联合街道组织科办了银湖街道入党申请人培

训；8 月 22 日举行了银湖街道入党积极分子培训；8
月23日举办了新增入党申请人培训。

“制度化的实施党员干部培训是银湖街道‘基层
干部素质提升工程’培训的缩影。”周益平说。三年
来，银湖街道通过举办党员先锋指数信息化管理培
训班、村民组长培训班等 50 多期的各类培训班，培
训各类人员8500多人次，使农村党员的素质得到明
显提升，干部队伍的管理水平得以显著提高。

聚焦学历提升，开展文化知识培训

以“提高农民学历层次，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
为办学宗旨，以培养“有知识、懂素养”的新型农民为
办学目标，银湖成校全力抓好农村成人高中、中专培
训班。

2012—2014年，银湖成校根据街道22个行政村
市民学校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制定计划，认真做
好成人双证制高中班教育培训工作。先后在社区

教育中心本部、观前村委、泗洲村委、千家村委等地
开办成人双证制高中班共17个，有1130余人参加学
习，其中1109人顺利通过考试，完成学业。

2015—2016 年，在完成双证制高中教育培训任
务后，银湖成校积极争取杭州市农广校、富阳区农
广校的大力支持，于 2015 年 9 月和 2016 年 9 月分别
开办了茶叶生产中专班，学制两年，共招收 93 名学

员，2015级47名学员已于今年9月顺利毕业。
此外，根据省教育厅和区教育局的统一部署，

银湖成校于2013年开始集中进行扫盲工作，大力开
展“学校用心集中培训、家庭爱心小手牵大手、干部
耐心1+1”的“三心”工程。

聚焦精神生活，开展社区教育主题学习活动

11 月 16 日，以“推进全民终身学习 加快建设学
习型城市”为主题的银湖街道2017年全民终身学习
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银湖成校举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启动仪式没有邀请上级
相关部门领导莅临，主要由学校与村级分管宣传文
化领导进行统筹谋划。来自22个行政村的100余位
市民登台亮相，表演了舞蹈、器乐演奏、歌唱、书画等

精彩节目。
“我们坚持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打造成为推

进社区教育建设的一个品牌项目。”周益平强调，每
年银湖成校都会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系列活
动。

除了全民终身学习周，银湖成校还注重社区教育
和群众性活动融合发展，开展全民运动会暨文化艺术

节、“庆三八”舞蹈比赛、“银湖十佳歌手”选拔赛、“银
湖五好家庭”演讲赛、文化走亲活动、文化礼堂幼儿开
蒙仪式等。每个村都建立一支舞蹈队，洪庄村的红绸
舞队在省市级比赛中多次获奖，上陈村的腰鼓队多次
参加了各种场合的演出和竞赛，也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

课题引领，培育品牌，打造社区教育新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