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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袁朝阳）10月
12日下午，由富阳区教育局主办，富春七小承办
的新劳动教育研讨会在桐洲岛举行，来自浙江
省、杭州市的教育大咖汇聚一堂，就落实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推进富春七小的新劳动教育的规
范化、常态化发展，进行深入研讨。

会上，富春七小校长章振乐介绍了学校从
2009年起就开展新劳动教育实践育人研究的历
程。富春七小的新劳动教育，将“走进田野、体
验劳作、分享爱心、快乐成长”作为劳动教育的
内涵，把劳动教育作为践行立德树人的重要内
涵，构建起具有学校特色的新劳动教育体系，逐
步实现了育人模式的转换。近几年来，基于“开
心农场”平台和家校资源，富春七小架构了农事
劳作和劳动创意课程以及家校联动与融合的美
好生活课程群，师生在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过程
中都得到了成长。

“前进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在沉淀、回
顾、思索，如何加强理论研究，进一步完善新劳
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创新，将立德树人落

实、落细、落小。如何对学校已有的各种活动进
行梳理整合，打造更多的精品，如何使新劳动教
育更贴近时代、社会的发展。”会上，章振乐也提
出了自己的困惑。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力教授对富春七小
的新劳动教育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
在劳动教育课题研究过程中，不能去学科化，不
能去课程化，不能去时代化，不能去脑力化，不
能去创造化，不能去合作化，把握原则，合理分
类，加强课程建设，课程体系便会更加完整、清
晰。

省教科院院长朱永祥认为，七小的新劳动
教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品牌，在创新的同
时，仍要记得回归劳动教育的本体。他鼓励七
小增加一些劳动项目，将课程的“本土性”与目
标的普适性结合起来，推广新劳动教育成果。

在省教科院副院长王健敏看来，新劳动教
育本质是人的教育，培养健康的人格，实现了各
种素养的发展。七小的新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放
置于学校顶层设计的高度来俯视和体察，使课

程呈现出丰富的价值内涵。她鼓励七小的品牌
要一直擦亮，致力于培育东吴小俊才。

“我们要不断思考，劳动育人价值在哪些方
面，劳动教育的方式方法的通道既要有七小特
色，又要有通识性。学校既要有劳动教育整体
的框架，又要有精准的典型项目。”杭州市教研
室曹宝龙主任说，他鼓励七小做“乡村版”的劳
动教育。

会上，杭州市教研室方丽敏副主任、市教科
所俞晓东所长、杭师大继续教育学院项红专院
长、区教育发展中心何文明主任也阐述了自己
的观点和想法，为七小的新劳动教育诊断把脉，
出谋划策。

最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宋国胜对七
小多年来本着“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这一理
念，深入开展新劳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感谢专家
们的到来，并表示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七小的新
劳动教育，继续在全区推广劳动教育经验。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富春七小举行新劳动教育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孙丽琦）10月13日，是纪念少先队成立的日
子，富春三小的孩子们齐聚达夫路，参加“传红色旗帜，做精品少年——纪念少
先队建队69周年主题队日活动”。

富春三小校门口的达夫路上，平铺着一幅百米长卷，三小的孩子们在长卷
上现场作画，以此表达他们心中对伟大祖国的敬意，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四年级
同学画国旗、党旗、团旗、大队旗、中队旗、红领巾，五年级同学画了“我眼中的达
夫路”，六年级的同学画了“达夫路上的我”，一年级小朋友签下自己的姓名，表达
想要加入少先队的心愿。此外，三年级同学发起了清洁达夫路的活动，沿着道路
捡垃圾、抹凳子，用实际行动来宣扬红色精神。更值得称赞的是，部分三年级同
学还主动地加入到“平安富阳创建”“文明指数测评”等活动中。

活动中，富春三小钟城同学还向全体少先队员发出了“传红色精神，做精
品少年“的倡议。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包建军）2006
年，根据富阳新一轮教育布局调整，原窈口、湖
源、常安、场口、东图、王洲等六所初中撤并为新
场口镇中学，位于场口镇六谷湾，学校步入一个
全新的发展阶段。

近三年来，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学校
的教育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学生的文明
素养不断提高，重高和普高录取率均在稳步提
升，在本片区赢得了较好的美誉度，顺利实现了
学校各年度发展目标。2015学年，学校达成了

“平稳过渡、规范管理、略显成效”的阶段性目
标；2016 学年，成功完成了“规范制度、落实管
理、共创和谐”的年度发展目标，特别是紧扣上
级文件精神要求，做好了“校际交流和校内岗位
调整”这一篇大文章；2017学年，基本实现“完善
制度、凝聚共识、践行美丽”的年度发展目标，教
育教学成绩再创佳绩。

为了深化新一轮课程改革，促进学校多样
化发展，加快融入场口小城镇建设，根据区委常
委会专题研究教育工作后提出的新要求，结合
工作实际，学校制定了新一轮的三年发展规
划。不久的将来，场口镇中学将成为一所历史
感和现代感兼备的，文化底蕴浓厚的花园式学
校。“我们希望把学校建成一所与小城市匹配并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农村示范初中，这便是我们
场口镇中学的办学愿景。”校长陆军波这样表
述。

特色与优势
六谷湾，曾经创造过富阳教育的奇迹，以

“山乡千里马”精神闻名富春大地。“面对来自六
个不同学校的老师，我们从培育自己的精神和
文化底蕴入手，通过开展‘弘扬千里马精神、再
现孺子牛风采’系列活动，让‘山乡千里马’精神
深深地烙在全体教职员工和全体学生的心中。”
陆军波说。

2015年8月，校级班子进行了调整，2016年
暑期，组织了新一届中层竞聘上岗，场口镇中学

的行政管理团队更年轻化、专业化。“班子人员
分工合作，各司其职，都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努力完成本职工作。”陆军波评价说，“整个班子
形成了团结合作、勤政高效的工作局面。”

在各个管理领域，场口镇中学修订完善了
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了制度化的管理机制，有
力推进精准管理。投入大量资金，极大地改善
了学校的办学条件。教学楼的厕所改造、食堂
以及红楼的修缮工程都已竣工并投入使用，雨
污分离以及地下水网改造工程也已竣工使用，
综合楼的新建和校园环境提升工程已提上日
程。

2016年12月，场口镇已被列为浙江省第三
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加大了对学校的经费保
障，也对学校的教育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场口
镇政府计划设立场口镇教育基金，出台学校高端
人才奖以及校长奖励专项基金等配套政策。“这
些奖励政策将大大激活学校管理手段的灵活性，
激发教职员工的干事热情，我们将牢牢抓住这个
契机，在‘和谐共存，让每一个人做最好的自己’
的办学理念的指引下，促进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再上一个新台阶。”对此，陆军波满怀信心。

理念与方针
走进场口镇中，就可以看到大门正上方悬

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拥抱六谷湾、拥抱大

场口、拥抱新教育”几个大字。“这是学校在新时
代的办学方针。”陆军波介绍说，“它的价值情感
体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新时代应该爱学校、
爱家乡、爱教育。”

“拥抱六谷湾”是学校发展的动力源。“六谷
湾是场口教育的魂，曾是富阳教育的一座靓丽
丰碑，充满着无尽的回忆和无限的魅力。”陆军
波说，“拥抱六谷湾是全体师生怀抱青春梦想，
实现教育情怀的正确选择。”在他看来，“拥抱六
谷湾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激发全
校师生的爱校热情，紧紧围绕学校的办学总目
标，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从爱护校园里的
一草一木开始，爱学生、爱同事、爱学校，从爱出
发，以爱为归，让爱意洒满六谷湾的每一个角
落。”

“拥抱大场口”是学校发展的快速路。场口
正在加快建设奔向城市化，这为学校的发展铺
设了阳光大道和快车道，而美丽湖源、人文常
安、诗画场口都正孕育和滋润着一批又一批的
镇中学子。在场口镇被列为浙江省第三批小城
市培育试点镇后，为场口这座曾经繁华的城镇
迎来了新时代复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拥抱大
场口就是学校在新征程中，要牢牢抓住小城市
培育的契机，搭好顺风车，借好东来风，以更快
的速度，更充分的准备，更开发的姿态，抢抓战
略机遇。”陆军波解读说。

“拥抱新教育”是学校发展的新方向。实干
成就未来，“‘拥抱新教育’就是要激发我们全体
师生爱学习、爱事业的热情，以高度的使命感和
责任心，树立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用创
新的思维来践行新教育理念，为推动学校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而努力奋斗。”陆军波说。

因此，场口镇中学也从学生、教师和学校三
个层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培养目标。学生层
面，需要培养“求真、向善、励志、笃学”的学风；
教师层面，需要培养“讲秩序、讲学习、讲责任、
讲人本、讲品位、讲境界”的教风；学校层面，需
要培育“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校风。

富阳学院
举行校企合作研发签约仪式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栾骞）10月12日，
富阳学院举行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校企合作研发签
约仪式暨“富阳学院何阳创新创业教育基金”捐赠仪
式，与杭州赫伯流体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合作研发协
议书，成立高新技术校企合作研发中心。

今年9月，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富阳学院）启动
扶持初创企业高新技术项目发展计划，对多家有高
新技术潜力的初创企业进行考察，向扶持企业提供
高尖端设备、优良的开发环境和技术学术指导，实现
资源共享。该计划的首个合作企业是杭州赫伯流体
设备有限公司，目前正在研发超高压流体高新技术
和产品设计。

合作协议签订后，富阳学院将向杭州赫伯流体
设备有限公司开放实训基地用于超高压流体高新技
术和产品设计的合作研发，此外，相关专业的师生也
将共同参与该项目的合作研发，共享成果。

“希望学院与杭州赫伯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合作
创立的研究中心能够尽快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实
现校企合作，互利共赢。”签约仪式上，富阳学院院长
彭哲敏说。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赫伯流体设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何阳是富阳学院校友，他感恩母校的培养和支
持，捐资设立“富阳学院何阳创新创业教育基金”，用
于奖励在教学科研中成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学
生，改善富阳学院办学条件等。

大源二小
举行“明坤奖学金”颁发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 王群华）日前，大源二小举行了
“明坤奖学金”发放仪式。该奖项的设立者是富阳滴
水公益副会长、富阳华策明坤汽车有限维修公司董
事长羊明坤先生，当天他专程来到该校为优秀学子
颁奖。

发放仪式首先由史晓峰校长宣布表彰名单，随
后羊明坤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殷切希望，望孩子们长
大以后，报效祖国、报效社会。接着，受捐助的学生
代表史艺萱同学发言，表示一定不辜负爱心叔叔的
期望，奋发有为，积极向上，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爱心
人士的善心之举。

据悉，大源二小从2010年开始就设立了“明坤奖
学金”，这次受表彰的40多名学生，是该校上学年“争
创美丽校园，争做美丽学子”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品学
兼优的孩子。

场口镇中学打造与小城市匹配
并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农村示范初中

九（7）班欧子然同学:
时间荏苒，我生活了两年多的校园随着时间的迁移日

新月异。
校园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同学的文明习惯和各种新

颖的学习活动。同学们的言行举止越来越文明得体了，学
校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了，我们也越来越喜欢这种愉快
的校园生活了……

在时间洗礼下的校园，变得更加完美，文化底蕴变得愈
发深厚。

张斌老师：
来到六谷湾 10 年有余了，校园里

挺拔的水杉，飘香的桂花，林荫道旁的
松鼠，还有灌木丛中时而惊起的鸟儿，
都在我的脑海留下深深的印记。

近三年来，场口镇中学的发展愈
发迅速了，富有班级文化特色的教室
都配上了崭新的课桌椅和先进的电子
交互一体机。阶梯教室、食堂、学生寝

室装修一新，宽阔平坦的校园道路、各
种美观的宣传牌、高高耸立的电子屏，
让这所山村学校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环境变得更加现代化了，学生的素质
也越来越好了。“阳光、正气、诚朴、乐
学”的校训深深烙在了每一位镇中学
子的心中。

富春三小举行
纪念少先队建队69周年主题队日活动

心声与期盼

高桥幼儿园
“谁是天才”选拔赛获得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 王静）10月14日，高桥幼儿园
三名幼儿参加“谁是天才”杭州市七艺儿童选拔赛
绘画项目总决赛，获得了“天赋儿童”称号，俞海燕
老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奖，这是我区唯一获奖的
幼儿园。

杭州市七艺天才儿童选拔赛，旨在挖掘在“七
艺”领域具有天赋的儿童。13 日，高桥幼儿园 8 位
幼儿参加复赛，获得“七艺之星”荣誉称号。14日，
绘画总决赛在中国棋院杭州分园举行，分名家作
品临摹、现场命题创作、现场问答等三部分组成。
该园进入总决赛的许云汐等 3 名幼儿经过整整一
天的紧张角逐，表现优异，最终获得“绘画天赋儿
童”称号。

高桥幼儿园一直致力于幼儿的美术能力培养，
以“建阳光乐园，绘多彩人生”为办园宗旨，努力建
构以“1+X”快乐美术特色为该园的园本课程，多年
来注重教师和幼儿在美术方面的培养，在各级各类
美术（绘画）比赛中频频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