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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成校终身学习项目入选浙江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教育共富”富阳答卷

“小百灵”宣讲助力新登古城复兴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何益平

培训助力乡村振兴宣讲员
新登古城，始建于公元 226 年，距今 1700 多
年，是首批《浙江省千年古城复兴计划》复兴城镇
之一，被喻为“城墙上的江南古镇”。修复一新的
古镇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及游客参观，也激发了
市民对家乡历史人文浓厚的兴趣。
针对这种现象，新登成校推出“小百灵”新登
古城复兴公益宣讲员终身学习项目。
“‘小百灵’
象征着灵性、机智、快乐、活泼，寓意声音好听、嗓
子清脆、传播美好的乡村振兴宣讲员。”新登成校
校长王建良介绍说。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乡村振兴战略等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小百灵”
宣讲以社区教育进农村文化礼堂、辖区成社教培
训、
景点讲解、
各类宣传演出比赛等载体，
采取
“理
论宣讲+教育培训+文艺下乡+百姓故事+现场互
动”的有效做法，整合新登镇内教育、文化、农业、
科技、
卫生、
综治、
环保、
创业就业等单位的工作力
量，开展新登古城宣讲村村行、景景动、人人学活
动，
不断激发人民群众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在宣讲内容上，
“ 小百灵”宣讲做到“三结
合”，
“一是宣讲内容与推动政策落实相结合，通
过宣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十九大精神、乡村振兴战略等在广大农村农
民中落地生根；二是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
结合，围绕本镇旅游资源与产业优势，有针对性
地开展宣讲活动和技术服务；三是与了解农情民
意民生相结合，宣讲工作深入农村、景区，找准开
展服务和发挥作用着力点。”新登成校党支部书
记唐群飞说。

“小百灵”
宣讲形式、内容多样
“小百灵”宣讲员统一佩戴“小百灵”徽章作
为身份标志，并有统一的活动宗旨和意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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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2 年浙江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公布，杭州市共有 3 个项目入选，其中，新登镇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培育的“小百灵”新登古城复兴
公益宣讲员终身学习项目名列其中。
近几年，新登成校立足地域实际，密切配合
新登镇“古城复兴”这一中心工作，在区教育局、
新登镇政府等各方指导和支持下，于 2019 年 8
月开始启动“古城复兴”公益宣讲团培训工作，项
目通过“学习之路、传承之路、振兴之路、共富之
路”的终身学习行动，旨在培育一批土生土长的
古镇宣讲员，助力古城复兴、乡村振兴。实施以
来，已培养“小百灵”宣讲员 64 期 456 人，培训市
民 58044 人次。

蜗牛的愿望
永兴小学 四（1）班 陆芊歌

时，宣讲覆盖新登镇辖区内的 36 个村（社）和 19 “小百灵”
宣讲成效显著
个景点。
经过开展新登人文历史知识、宣讲技能技巧
根据不同时期党建工作要点，
“小百灵”宣讲
等五维学习，
“小百灵”宣讲员通过宣讲让游客感
每年开设 3 至 4 个党建工作专题党课菜单，36 个
受新登文化，潜移默化影响身边的人讲好新登好
基层村社党组织每年根据需求可点菜单预约党
故事，开创古城文化“我学、你学、他也学”的共学
课 1 次。课堂上，
“小百灵”宣讲员以传统课堂形
局面。
式，定时定点开展宣讲，把理论知识、政策法规等
在各类文化宣传、景点讲解、热点宣讲活动
与党员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为党员群众
中，
“ 小百灵”宣讲员用行动描绘了新登古城享
答疑解惑。
学、乐活、生态美的美丽画卷。截至目前，在 19
按照“就近、便利、共享”的原则，
“小百灵”紧
个景点共宣讲 349 场次，接待游客 13000 余人次；
密配合新登镇政府中心工作，根据政府需求，把
编撰书籍《追寻千年古镇》，并撰写诗歌、散文等
宣讲内容送到市民身边，如大力开展“小百灵”进
在各类媒体上发表 34 篇次；发布 146 个视频、录
党支部、进学校、进企业、进田间地头、进旅游景
音等作品，
参加发布活动 1366 人次。
点、进农家民宿等巡回宣讲活动。
“小百灵”边宣讲，边吸收社会各界优秀人才
在宣讲过程中，
“小百灵”宣讲员灵活运用多
成为社区教育兼职教师，助力新登终身教育，促
种艺术形式，把理论知识、红色故事、家风家训、
进乡美、村美、生态美建设。其中 36 名兼职教师
防诈反诈、疫情防控、典型事迹等创作成短视频、
参与银铃智能技术项目，授课 108 场次，受益老
歌曲改编、舞蹈、快板等，挖掘其时代内涵和现实
年人 5100 余人；9 名兼职教师参与“贤明嫂”项
意义，通过弘扬党建主旋律的艺术作品寓教于
目，
授课 79 场次，
受益市民 3100 余人。
乐、寓学于乐。
通过 宣 讲 ，
“ 小 百 灵 ”宣 讲 还 拓 展 新 登 鲜
如今，新登镇蓝莓、鲜桃采摘等旅游休闲经
桃、蜜梨、蓝莓、酒酿馒头、乌米饭等特产销售
济方兴未艾，为此，结合古城资源、政策等要素，
渠 道 。 2021 年 ，新 登 特 产 网 络 销 售 额 达 1150
“小百灵”宣讲宣传古城开发与特色产业、休闲农
余万元，同比增长 36.9%，开辟新登镇村富、家
业、体验农业、智慧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定位，为
富、脑袋富的终身学习助力乡村振兴的共同富
村民宣讲种植、电商等技术。
裕之路。
同时，
“小百灵”宣讲紧盯游客对新登古城特
随着“小百灵”宣讲团队伍的日趋成熟，其
有文化特色的定位和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功能已不仅限于对新登镇所辖范围景点的讲
品质要求及对农业景观、文化功能的需求，大力
解，他们还致力于“新登宣传窗口”的定位，积
宣传绿色农业，助力发掘乡村和农业的经济、社
极参与新登镇各类大型宣传活动共 33 场次，宣
会、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促进发展多类型融合
讲面涉及 3 万余人，被选送上学习强国 19 人次。
业态，助力富民产业长久、可持续发展。
“比如上
疫情期间，宣讲员们积极行动，毫不懈怠，创作出
山村的荷塘音乐节上，
‘小百灵’宣讲员们多次登
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以鼓舞人心，凝聚斗志，传
上舞台，唱响新登古镇，唱响上山村的荷塘经
递正能量，
为防疫添砖加瓦。
济。”
唐群飞举例说。

打通农村老年教育最后一公里
场口镇老年学校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严晓军）9 月 20
日，场口镇老年学校正式挂牌成立，由场口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统一负责学校运营管理和发展建
设，整合各种有效资源，科学合理设置班级，选配
良好师资队伍，开展健康文体活动，真正把学校
办成老年人“学习知识的课堂，健身娱乐的园地，
交朋结友的场所，展示才能的舞台，老有所为的
加油站”
。
成立仪式上，场口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场口
镇党委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成立老年
学校，是让老年人共知、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举
措，也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环节。前期，场
口成校根据学员自愿报名，并结合自身爱好自由
选择课程，已招收学员 180 余人，
深受欢迎。
“当今国家强，百姓富，虽然我们到了退休的

年纪，但身体状况还很好，现在社会发展很快，我
们更要注重学习，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否则我
们要成为知识时代的‘弃儿’。我们一定不断丰
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力所能及，积极发挥余

热，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奉献社会。”自幼爱好
舞蹈的学员徐惠君高兴地说，这次家门口老年学
校的建立，
她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区教育局教育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场口镇老
年学校要坚持需求导向，
不断创新学习形式，
支持
和鼓励各类社会力量，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丰富老
年人教育学习、活动的所需；加强队伍建设，通过
“专兼结合、兼职为主、志愿为辅”的办法，充分发
挥老同志的余热，
加强与中小学校合作，
优化老年
学校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办学水平，
开发一批特色
老年教育学习资源，
培育老年教育的教育品牌，
加
快形成有场口镇特色的老年教育格局。
此外，场口镇还将逐一建立村（社区）的老年
教育学堂，通过以点带面，全面铺开，惠及全民，
推进全镇老年教育。

历史新起点 温暖新家园

富春五幼本部举行开园典礼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单君芳）近日，
富春第五幼儿园本部举行开园典礼活动。富春
五 幼 本 部 位 于 富 春 街 道 原 钢 圈 厂 路 区 块 ，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是富阳区“迎亚运、展风采，全
面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行动建设项目之一。
幼儿园以“温暖向上，快乐无忧”为教育理
念，以“阅读”为办园特色，培养会阅读、爱阅读、
懂阅读的五幼幼儿。工程整体呈现代简约大方
风格，巧妙地融入阅读元素，符合五幼“阅读”办
园特色，通过空间的灵活变化，使用贯穿式户外
连廊设计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大、更安全、更温
暖而轻松的成长环境，使其成为孩子们有趣的游
戏生活场所。
富春五幼建设主体为富春街道办事处，近年
来，富春街道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发展，把学校建
设作为“一把手”民生工程来抓，今年建成了富春
五幼、富春六幼秦忆分园、富春一幼西郊半岛分
园等一批教育项目。
典礼上，富春街道主要负责人表示，校园落
成仅仅是个起点，希望各幼儿园以此为契机，坚
持立德树人，紧跟时代潮流，充分发挥各自办学

校园文学

优势，加快数字化改革步伐，共同推进“未来教
育”
“未来社区”
“未来乡村”建设，争创质量优、特
色亮、品牌响的高质量学前教育。他期待富春五
幼秉承“快乐无忧，温暖向上”的办园理念，紧紧
围绕给城里孩子建造一个“天然质朴”的幼儿园
的初衷，让孩子们生活在一所精致高雅、童趣盎
然、充满自然阳光的儿童乐园。
“富春五幼本部的落成，为富阳学前教育事

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区教育局主要负责
人表示，这充分体现了富阳学前教育办学的积极
性、重要性和创造性，有效缓解目前全区学前教
育空间不足、入园难等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的教育需求。他希望富春五幼依托较为完善
的硬件设施，创新理念，科学管理，以特色办学，
以品牌立园，为全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富春五幼本部用地面积 10.1 亩，按浙江省一
级幼儿园标准建造，总建筑面积 10794.25 平方
米，建设规模为 12 个班，新增学位 420 个。幼儿
园以“爱心呵护下的一只小小鸟，快乐起飞”为标
志，整体造型简约大方，空间灵活变化，使其成为
孩子们有趣的游戏、生活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富春五幼是富阳首家地下全
开挖的幼儿园，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地下面积约
4890.25 平方米，共设地下车位 123 个，并且预留
地下接驳口，未来能和地铁地下区块相通。同
时，地下车库采用北进南出单向通行方式设置出
入口，
能有效缓解金浦路、钢圈厂路交通压力。

早上，蜗牛笑笑从床上起来，她想去菜园子里喝
露水，可是她的速度太慢了，才走了一半，肚子就咕咕
地叫了。她心想：
“唉，如果我能健步如飞就好了。”想
着想着，她就觉得脚上痒痒，低头一看，呀，脚上长出
了一对轮子。嗬！笑笑开心地向天上说：
“太好啦，我
能健步如飞了！
”
她心想：
“ 能跑这么快，我一定要到街上去，让别
人好好看看我。”她刚刚动了动，就跑出老远，吓了一
跳。又动了动，直接撞到墙上，被撞地鼻青脸肿。她
开始想念从前的生活，每次出门都可以从容地看看风
景、闻闻花香，还可以和蚂蚁弟弟聊聊天。可是现在
要么不动，一动就跑出老远。笑笑垂头丧气地回家
了。
过了几天，笑笑好像已经忘了上次的事情了。她
又想出去玩了。这一次，她去了动物园，动物园里的
动物可真多，看得笑笑眼花缭乱。她东看看、西瞧瞧，
终于见到了大老虎，她想赶快上去仔细瞧瞧，可是，她
刚走了一步，就越过老虎馆，到了大象馆。可回头一
看，别人都还在悠闲地逛着观赏老虎散步睡觉的场景
呢，这该死的速度！笑笑很后悔，她终于知道了快有
快的好，
慢当然也有慢的好。
可是，
她还能回得去么？

简讯

富阳二中
开展青蓝携手共成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余友政）9 月 20 日下午，富阳二中
举行新教师培训暨师徒结对活动。
在新学期里，富阳二中有 8 对新老教师结对，师徒
双方共同签署《富阳二中师徒结对协议》。校长周玉明
对指导教师提出“守师德、强常规、会教学、懂育人”培
养要求，嘱托师父们要甘当人梯，倾囊相授，悉心指教，
为校育才；嘱咐徒弟们要虚心请教，力争做到听一节
课，
上一节课。
富阳二中每学年都要开展师徒结对活动，为青年
老师聘请指导老师，并在平时各项教学常规中督促、落
实和反馈，搭各类教学比武及学习交流活动平台。今
年，还为新教师聘请各自组内的“富春名师”
“区学科带
头人”为联合导师，聘请两位特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为
总导师。

富春三小
阳光体育促“双减”
本报讯（通讯员 张萍）为全面了解全体学生的体质
健康状况，为后续的体育工作提供翔实的基础数据，9
月 20 日和 21 日，富春三小举行“喜迎二十大，运动促健
康”
为主题的学生体质健康运动会。
这次运动会，每个学生都要参加 5 个项目的考核：1
分钟跳绳，测试下肢爆发力和身体协调能力；1 分钟仰
卧起坐，测试腹肌耐力；坐位体前屈，测量静止状态下
的活动幅度、身体柔韧素质的发展水平；50 米跑，测试
学生速度、灵敏素质及神经系统灵活性的发展水平；足
球绕杆，
测试对足球的控制力。
“通过两天的检测，每一位学生的基本数据都已经
如实登记，学校在对数据处理后，将优化大课间活动、
细化课堂教学活动、丰富‘X’课程内容、明确回家锻炼
要求等措施，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精准教学，提升学
生的运动能力，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富春三小
校长朱立峰介绍说。

求是富春九小
防溺水安全教育公益课堂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郑露露）近日，杭州市求是教育集
团富春第九小学新学期首次“家校课堂”邀请杭州泳协
五位志愿者和富阳泳协 5 位志愿者来校开设防溺水安
全教育公益课堂。
志愿者胡超群老师以问答和视频的形式讲述溺水
的高发率、容易性和易忽略性以及溺水的易发地，还通
过一个个真实案例告诫同学们要在正规的游泳池并在
大人的陪伴下进行游泳。接着，他还介绍落水后的自
救方法。
在互动环节中，志愿者随机邀请几位同学上台展
示常见的救生工具，同学们观看志愿者们模拟的溺水
施救场景。最后，在志愿者老师和五（1）班严诗文同学
的带领下，全体同学一齐宣誓，时刻做到防溺水“六个
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