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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学校”巡礼

富阳中学第一支部成立微公益基金
三年来，坚持用勤工俭学帮助贫困学子
记者 邵晓鹏

简讯

1 月 3 日 11：40，富阳中学上午第五节课的下课铃声准时响起，中
饭时间到了。在食堂里，有几位富中学子正有条不紊地换上食堂工作
人员专用的服装——戴上厨师帽，穿上白大褂，围上围裙，戴上口罩，

银湖书院

套上一次性手套。

举办
“银湖会客厅”首期活动

“这套动作他们已经很熟练了，
高中三年，
只要在校，
他们几乎每周
都会来食堂勤工俭学。
”
富阳中学第一支部书记董建农说，
“我们的宗旨
是在不影响学生学习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
活动，让那些有勇气挑战自己的同学在获得锻炼的同时也获得一定的
劳动报酬，
工资直接充入参与学生的饭卡，
用于在校生活开支。
”
正在食堂帮厨的富中高三勤工俭学学子

在食堂帮厨和打扫卫生获取报酬
从 2015 年开始，富阳中学第一支部联合校食
堂组织所在年级贫困学生参加校内勤工俭学活
动，主要工作是食堂帮厨、自修室和形体教室打
扫，工资从富中第一支部微公益基金支出。
“刚开始盛菜的时候量多少掌握不了，还有些
时候负责窗口的阿姨叫菜，我们会反应不过来，配
合不够默契。”高三（14）班的钟金辉同学说，每周
一到周五的晚饭时间以及每周二和周四的中饭时
间，他都会到食堂帮厨，最主要的工作是帮忙盛
菜，
“ 现在已经很熟练了，有时候还会比食堂阿姨
她们快一些。”
到食堂帮厨，遇到同班同学，会不会不好意

思？高三（12）班的杨盛科坦言，
“ 第一次有点害
羞，现在就很淡定了，有时候在从窗口看到同学，
还会点头示意。”在食堂帮厨的基本都不在同一
班，时间长了，互相也很熟悉，
“路上遇到会打个招
呼，有谁突然有事不能来帮忙了，也会立刻有人顶
上。”
在食堂，除了帮厨，每天还有一个人负责维持
食堂小吃部出入口处的秩序。小吃区的门口被一
道不锈钢栅栏分成了入口和出口，前者靠近外侧，
后者靠近点餐窗口，所以人多的时候，有同学就可
能会图方便，从出口进去点餐。
“ 我就负责提醒同
学们从入口处进入，不要为了抢时间而从出口进

入。”高三（17）班的吴佳静说，每周一、周三和周五
的中午，她都会穿戴好服装，准时出现在小吃部门
口维持秩序，除此之外，每周三和周四她还要负责
自修室打扫。
邵晨华和邵旭华是双胞胎兄弟，他们也都报
名参加了食堂帮厨和自修室卫生打扫——每周日
晚饭和周一中饭在食堂，每周一、周二打扫卫生，
“我们都是自修课下课，有空了再去打扫，主要是
扫地、捡书桌抽屉里的垃圾、对齐桌子。”邵晨华
说。除了他们，还有三位同学一起打扫自修室卫
生，
每天两个人一批。

富阳学院

减轻贫困学生家庭负担，引导他们自力更生
既然是勤工俭学，那么工资如何？为此，富中
第一支部设计了一套与时俱进的工资标准。一次
勤工俭学时间 10-15 分钟，高一时是组员 20 元，组
长 25 元，高二时加了 5 元，组员 25 元，组长 30 元，
到了高三，因为食堂会免费供应一顿在食堂帮厨
那天的用餐，所以在食堂帮厨每次 30 元，打扫卫
生则每次 40 元。
“每位同学的收入都会和他们的工作时间相
匹配，多劳多得。”负责账目整理的富中第一支部

社区（成人）教育创建喜获佳绩

委员吴行娟拿出了一本厚厚的账本说，对照工资
发放记录，现在有的同学每周参加的多，每个月
工资加起来有七八百元，参加少的也有两三百
元，
“ 在富中一顿饭差不多 10 元，工资高的同学
不仅不用问家里要生活费，甚至还有结余。”
讲起设立富中第一支部微公益基金的想法，
吴行娟表示是源于 2015 年的一次教师捐款，那一
届有位学生的家长身体不好，富中组织了教师捐
款。
“ 但是捐款也只有一次，对于贫困生的帮助有

限，我就想起大学里的勤工俭学，我们可以仿照，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取得报酬。”吴行娟说。
在董建农看来，通过提供勤工俭学机会的方
式帮助学生，除了确实减轻了贫困学生的家庭负
担外，还能引导他们自力更生，
“ 一开始有些同学
比较害羞，但跨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就很顺利了。”
他觉得，通过高中的锻炼，
“ 这批学生在大学里勤
工俭学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提高，而且以后回报社
会的意识也强了。”

除此之外，富中第一支部还通过组织义卖筹
集资金。
“2015 年和 2016 年我们都组织了线下义
卖活动，第一次是在新华书店门口，好多教师子女
和 2015 届毕业的学生都来帮忙义卖。第二次是
在东方茂，我们和太平桥社区以及滴水公益联合
举办。”吴行娟回忆说。
这学期，因为是高三，学习时间紧张，所以
富中第一支部在微信上开展了义卖，卖的主要是
蜜枣、麻花、瓜子、山核桃等批发来的零食，如果
你感兴趣而且有能力，可以扫描二维码支持他
们。
在帮忙义 卖 的 2015 届 学 生 中 ，有 位 刘 棋 同

学，在帮忙之后，他和家里说起了这个事，动员
爸爸妈妈向微公益基金捐助了一万元。就在前
不久，正在中国海洋大学读大三的他得知微公
益基金正在微信义卖的消息，又动员爸爸妈妈
捐助了一万元。今年寒假，
他打算回母校看看这批勤工
俭学的学弟学妹们，
“ 除了介
绍 大 学 生 活 ，我 自 己 也 在 做
家 教 ，所 以 也 会 向 他 们 介 绍
一些在大学里勤工俭学的注
意事项。”
扫描二维码
支持他们

正在微信义卖，扫码支持他们
富阳中学第一支部微公益基金成立于 2015
年，目前一共有 12 名富中高三学子参加勤工俭
学，微公益基金半个月付一次工资，都是由吴行娟
和另一位负责现金保管的蒋巧玲老师将钱直接充
值到学生的饭卡中。因为高三以来提高了学生勤
工俭学的工资标准，这笔支出每个月加起来大约
有 5000 元左右。
“我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块，一块是我们支
部老师的捐款，2015 年下半学期我们组织了第一
次捐款，是我们的启动资金。”董建农说，每年下半
年，富中第一支部都会在党员固定日组织支部党
员教师进行爱心捐款。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徐奇迅）1 月 6
日上午，银湖书院推出的“银湖会客厅”首期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来自杭州各区以及浙江省内
的名校长、骨干教师齐聚银湖书院会客厅，与来
自香港大学的国际教育大咖程介明先生零距离
进行
“学习科学与教育变革”主题对话。
活动开始，
“银湖会客厅”首期活动的会客
专家——香港大学荣休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香港大学原副校长、银湖书院的特聘顾
问程介明先生从后工业社会和未来社会发展的
大背景出发，引用古今中外教育史和自己身边
的例子，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两个根本：一是根本
目的是为了让年轻人改变未来；二是教育的根
本任务是关于学习。围绕着这两个“根本”，程
介明先生着重谈了关于学习科学的要点以及大
数据对于当代教育的重要性。
针对本次活动主题，很多校长、老师在报名
参加本期会客厅活动时提出许多问题，比如：学
校教育如何应对未来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学习科学及课堂教学改革的
影响……结合这些问题，
程介明先生用一个个生
动的小故事，
启发思考，
解答老师们心中的疑问。

本报讯（通讯员 孙群英）2017 年，是富阳区
社区（成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年，
全区以构
建市民学习圈、大力推进终身教育工作为目标，
积极推进社区（成人）教育各项工作，
并获得了可
喜的成绩：银湖街道和新登镇创建成为“全国社
区教育示范街道（乡镇）”；新登镇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被评为 2017 年全国
“优秀成人继续教育院校
（培训机构）”
；
富阳区成功创建成为
“浙江省学习
型城市”
；
场口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创建成为
“浙
江省现代化成校”
；
富阳社区学院的
“安全生产培
训”被评为浙江省成教学习品牌；春江街道成校
的“新春江人大讲堂”被评为浙江省终身学习品
牌项目；
常安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
“家文化”
被
评为杭州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据悉，2017 年度我区以贯彻落实《教育部等
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
等文件精神，坚持以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为宗旨，以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为中心，
以构建“市民 30 分钟学习圈”为抓手，全方位、多
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市民教育培训服务，努力营
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深入推进社
区治理创新，秉持重心向下、教育惠民原则，不
断提高社区教育参与度和满意度。

富春二小

为贵州省锦屏县稳江小学募捐

吹竹笛 迎新年
三个神秘节目，十几个金奖节目，几百只火红的灯笼，
2000 多个亮闪闪的“福”字，颁奖、抽奖互动应有尽有……昨
日下午，富春第七小学一台名为“弘扬传统文化，争做东吴俊
才”的 2018 年迎新竹笛音乐会汇演激情开幕，在三个小时的
演出过程中，始终充满了浓浓的传统年味，老师、家长、学生
大呼过瘾。
记者 喻国斌 通讯员 蒋侃

新登镇小

“遇见最美的你”

摘得杭州市第十一届
国际跳棋等级赛多个冠军

实验小学开展
“美丽办公室”评比
记者 喻国斌 通讯员 陈铁平
为进一步深化“美丽学校”建设，营造积极进
取、健康向上、温馨和谐、凸显个性的办公室文化
氛围，积极构建学校“美丽课程”，不断提升学校办
学品质，不久前，实验小学开展了以“遇见最美的
你”为主题的“美丽课程”之首届“美丽办公室”评
比活动。
活动中，各年级组（办公室）围绕“整洁卫生”
“物品摆放”
“绿化美化”
“办公作风”和“特色创意”
五个方面进行构思和布置。有的办公室主要通过

培植鲜花、盆栽等绿色植物布置环境，为办公室增
添绿意和生机；有的则充分运用图画、标语、书法
等形式来彰显特色，体现教师的教育理念，丰富办
公室文化内涵；有的紧扣一个主题进行设计，大到
墙面设计、室内布局，小到桌面摆设、书架布置、盆
景选用等都蕴含深意……办公室俨然成了教师在
学校里舒适的
“家”
。
通过校级领导和学生代表共同评比，最终鹳
山校区美术组、四年级组、六年级组、音乐组、体育
组和虎山校区音乐组、五年级组、六年级组、一年
级组、四年级组被评为“最美办公室”；另有十余个

本报讯（通讯员 郑玉兰 记者 邵晓鹏）1 月 9
日，富春二小举办为贵州省锦屏县稳江小学募
捐活动。
本学期，贵州省锦屏县城关一小的吴述花
老师来到富春二小挂职。在工作中，富春二小
了解到位于贵州省锦屏县城大山深处的稳江小
学因为远离县城、交通不便，因此办学条件相对
落后，
孩子们缺少必要的教学、活动用品。
得知这一情况后，富春二小少先队大队部
立即行动起来，大队长何梦珊起草倡议书，向全
校同学发起“伸出你的双手，奉献一片爱心——
富春二小情系稳江小学捐款倡议”。各班同学
纷纷响应，有的班级以爱心假日小队的形式义
卖，有的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压岁钱，大家用不
同的方式为稳江小学筹集善款。
在募捐仪式上，各班代表依次上台，有序地
把自己班级的善款投入募捐箱。何梦珊把善款
转交给吴述花老师，并请吴老师转达富春二小
少先队员对稳江小学同学们的祝愿。吴述花老
师非常感激同学们的善举，她表示：稳江小学的
同学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
成绩，
报答社会。

组被评为
“洁美办公室”
。
实验小学的此次评比是继“美丽教室”、
“美
丽作业”和“美丽秋景”等系列活动后的又一项“美
丽行动”。该活动的有效开展，增强了教师的团队
归属感和凝聚力，打造了“整洁有序、温馨宜人、品
位高雅”的办公室环境，使“美丽学校”建设进一步
走向深入。

本报讯（通讯员 应小龙）1 月 6 日至 7 日，新
登镇小国际跳棋队参加由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主
办的杭州市第十一届国际跳棋等级赛，在比赛
中摘金夺银，
捧回多个冠军。
本次国际跳棋等级赛汇聚了来自杭州地
区的 200 多位跳棋高手参与角逐，新登镇小选
派了 18 位小棋手参加 3 个组别的比赛。历经 2
天的激烈角逐，一举摘得国际跳棋 13 岁以上组
冠军、国际跳棋 8 岁组团体亚军，其中，许佳摘
得 13 岁以上女子组冠军；陈荣萍获得 13 岁以
上男子组亚军；白振渲获得 10 岁女子组第三
名；陈余昕获得 8 岁女子组冠军，钟艺曼获得 8
岁女子组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