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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4 日，歙县行知小学周边文
化兴趣小组 20 余人，兴致勃勃地走进歙县博
物馆，开启新一轮徽文化探访之旅。

歙县博物馆系地方综合性博物馆。馆内
收藏有书画、陶瓷、砚台、徽墨、徽州三雕、金玉
器、古书籍等各类文物 3 万余件，尤其是《馀清
斋》《清鉴堂》《桃花书屋》三套法帖石刻，广受
书法爱好者青睐。典雅的环境，丰厚的藏品，
与学校当下正在开展的省级课题《信息技术环
境下徽州乡土文化与学校教育教学融合实践
的研究》相吻合，成为众陶子探寻徽文化的心
仪之地和鉴赏之所。

活动现场，在导游的引领和讲解下，大家
跟随走进古朴的太白楼，了解诗仙李白的生平
事迹、作品风格以及来歙探访隐士许宣平的传
奇故事；转入“古墨衍芬”的新安碑园，置于墙
壁上的一块块书法拓片，吸引着陶子们纷纷上
前，驻足研读，有董其昌落款，有王羲之遗迹，
一时激发起他们学习书法的热情和对先贤的
仰慕。最后落脚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物
展厅，孩子们分组探访，互相交流，穿梭于各大
文物之间，细细揣摩砚台的种类、材质及特点，
感受歙砚之乡的无上荣光。

游新安碑园，品徽州文化。探访途中，孩
子们一边留心观察，一边聆听记录，对广博的
徽文化知识有了初步的感知和认识，增强了热
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的浓厚情感，
纷纷表示要深入周边徽文化的各个角落，作进
一步的探索和实践，争做一名传播徽文化、品
味家乡美的有志少年，促使徽文化课题的研究
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围绕立德树人目标

我市博物馆着力推进馆校合作

□ 张宏艺 文/摄

行知小学

走进博物馆研学徽文化

本报讯 今年来，为进一步加强学
校（含托幼机构）食堂食品安全监管，进
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善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杜绝和防范食品安全风
险，严防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切实保障
广大师生饮食安全，我市监管部门动作
频频。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年后发出《关于
开展 2019 年春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
项检查工作的通知》，明确检查方式包
括开展监督检查、异地交叉检查；要求

在自查自纠基础上突出重点，将城乡结
合部及农村学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量化等级较低、上年度被监管部门行
政处罚过、上年度发生过食物中毒等四
类情况的学校食堂作为检查重点；全面
排查，对发现问题较多的学校食堂，要
通报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约谈学
校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到位，对整改
仍不达要求的依法处理；规范引导，加
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培训，组织学习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要求，督
促学校切实承担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据悉，此次检查涉及 338 家学

校（含托幼机构），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
包括：生熟、荤素、成品半成品贮存管理
及留样不规范，索票索证及食品安全自
查制度落实不到位，加工场所、食品仓
库“三防”（防鼠、防蝇、防尘）不全，个别
工作人员长指甲、戴首饰、不穿工作服
及不戴工作帽，部分偏远农村中小学硬
件条件较差（地面积水、墙面有污垢、墙
皮脱落等）。执法人员当即发出问题整
改清单，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到位，
并报结果。

日前，该局和市教育局联合部署全
市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

作，从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主体责
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三方面入手，突
出食品安全管理、从业人员管理、索证
索票、清洗消毒、食品贮存、食品加工制
作等 9 项重点内容，进一步强化学校校
长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开展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自查自纠，要求排查做到
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及时化解风险
隐患，严防学校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发
生。

3 月 27 日，该局将联手市教育局开
展培训，学校负责人、食堂安全管理员
等参加。

□ 记者 黎小强

保障师生饮食安全

我市学校食堂监管动作频频

碧阳初中

“第二课堂”助成长
□ 王 敏

本报讯 多年来，我市博物馆着
力推进馆校合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科学知
识普及等方面发挥显著功能。

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黄山
市博物馆）是省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基

地、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市首批少先队校外活
动基地、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基地，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推进馆校合作，配合研学旅游，策划
社教活动，使博物馆成为学生“第二
课堂”。2018 年，该馆策划“小喇叭志
愿者带您进展厅”“写生在徽博”“行

走的徽文化”“5·18 国际博物馆日之
徽文化有奖答题”“书徽州文化·赏传
统 竹 雕 非 遗 宣 传 展 示 ”“ 七 彩 暑 假
——徽博寻宝活动”“刷微博、逛徽博
——博物馆寻宝+我的徽州展品”“小
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首届‘说徽州
故 事 ，扬 徽 州 文 化 ’小 小 讲 解 员 比
赛”、徽博小课堂——“你眼中的徽州

传统建筑”等社教活动 102 场次。其
中，“行走的徽文化”走进休宁县岭南
乡璜茅小学和黟县洪星乡红光村等
农村基层单位。

徽州税文化博物馆去年依托第 27
个税收宣传月，联手屯溪荷花池小学，
开展“税收梦·少年情”专题活动，通过
展品介绍、税收小知识互动，以欢快基
调让孩子们了解税收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本质；面向全市各中小学校开
展“童话税收”活动，带领孩子领略徽
州税文化，进而成为传播徽州税文化
的使者，并通过此次活动招募小解说
员 22名；联合徽州区、歙县少年税校开
展参观活动。

□ 记者 黎小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现代
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为契机，加快
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
才，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
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
璨。那么，什么样的课程对培养实操能
力有效？职校生对哪次实操课印象深
刻？记者为此走进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和安徽省行知学校，听听学生心声。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的
龚善稳说，立德树人、崇技强能是该院
校训，最希望学习一些与市场接轨的专
业技能和前沿技术。觉得最有效的是
参加各类技能大赛等综合实训项目，印

象最深的是计算机网络课中的无线网
搭建实操课。大家分组完成无线网络
搭建实验，很有成就感；园林工程技术
专业的蔡先科觉得，想要有不错的园林
作品，就需学很多软件课程，这些与大
量操作实践有关，唯如此才能练就速度
快、效率高的操作能力。印象深刻的实
操课有《园林树木学》《园林建设设计》

《园林工程》《AutoCAD》等，其中印象最
深的是《园林工程》学期结束前的一周
半实训；酒店管理专业的王子龙认为，
首先需要学生对开设的实操课感兴趣，
觉得对以后生活、工作有帮助。其次，
同学们对老师的教学方式认同。印象
最深的实训课是刚入学时开设了一门
礼 仪 课 ，张 金 枝 老 师 喜 欢 给 学 生“ 找

事”，平时让做 PPT，相互讨论，通过角
色扮演演绎在酒店工作遇到的突发事
件，然后教会如何处理。学期结束时，
她还让班上同学分成六个小组，每组编
排一套礼仪操；护理专业的曹吴冰坦
言，该专业非常需要实操能力，既有理
论指导又有实践操作的课程最有利于
培养学生。上学期，在“氧气吸入法”学
习中，老师先嘱预习操作，示教中讲解
注意事项，同学们几乎是“人手一机”，
记录细节。过后，老师考核，促使大家
勤奋练习。

行知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张亚军、陈
浩楠表示对设计黄山风景区门票一课
印象深刻，吕言森、吴彩苗表示对设计
碧螺春茶叶包装及广告感兴趣；导游专

业的胡雪艳（市赛一等奖选手）、王斓（市
赛一等奖选手）认为，导游实务课程对专
业技能提升非常有效。胡雪艳说，今年
参加全市导游技能大赛培训，对导游讲
解环节印象深刻。王斓说，去年参加全
市技能大赛培训，经老师指导，在才艺展
示方面进步很快；机电专业的张迪、吕同
威表示，对专业技能课感兴趣，比如《钳
工技能》《电气安装与维修》等。张迪说，
今年参加技能大赛集训，实训室里，在老
师指导下安装电气控制电路，通电后电
灯亮了，控制正常了，当时非常开心。吕
同威说，参加电气安装与维修技能培训，
从一无所知到看懂电路，学会安装、维
修，专业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希望学校能
提供更多专业技能课。

职校生热议崇技强能
□ 记者 黎小强

本报讯 一直以来，歙县中小学
立足课堂主渠道，扎实有效开展德育
教育，确保学生精神不“缺钙”。

教育养成，强化“知”的引领。各
校挖掘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把养成教育贯穿渗透
在教学之中，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发挥隐性教育因素对学生潜移默
化的作用，利用国旗下讲话、黑板报、
手抄报等讲述“中国好人”，推荐身边
好人，传播正能量，进行励志教育。推
动家校共育，通过家长会、家访、公开
信等，相互反馈孩子在校、在家的表
现，促进学生从思想上知道“是与非”

“善与恶”“正与邪”。
检查督促，凸显“信”的培养。各

校以《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开展学生行为规范的“比”

“纠”，纠自身之“短”，学他人之“长”，
相互监督、相互帮助，引导学生形成正
确的道德行为。加强班级文化建设，
细化管理制度，以制度约束、塑造、引

导和栽培“拔节孕穗期”学生的良好品
行养成。对照“日常行为习惯评价手
册”，落实日常检查，引导学生规范习
惯，学会感恩、学会礼仪、学会安全、学
会审美、学会创新，让自己逐步完善人
格，做一个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的
人。

学思践行，强化“行”的落实。各
校把“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学习
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
引导学生，从自身做起，注重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落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进课
堂、进学生头脑”活动，让学生在服务
他人、奉献社会中体验感受和认知理
解。抓实“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
实践”的各个环节，通过乡村少年宫活
动、主题班会、团队活动等，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组织参加力所能及的义务
劳动及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社
会服务意识与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将
来的生存和发展，在坚持长期恪守正
确的行为习惯过程中，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

歙县中小学知信行统一

确保学生精神不“缺钙”
□ 董光钿 王政善

3 月 12 日下午，走进徽州区西溪
南镇坑上村，一处民宿的读书角引起
记者好奇。

民宿主人张真钢，湖南人，在深
圳做过 4 年报社美术编辑、5 年摄影
记者，后来辞职做自己喜欢的事，如
担 任 电 视 片 导 演 ，为 杂 志 做 图 文 故
事，2009 年来坑上定居，在一块废弃
的宅基地上建起民宿。张真钢以为，
房子不仅是房子，关涉人的居住。而
居住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很值得
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基于自己的文
化经历，他尝试在这个曾经的省级贫
困村践行成风化人，设读书角便是一
种努力。

民宿一角，一桌一椅，三排书架。
桌上有借书登记本，翻开，见小朋友们
工整的笔迹：方某某，《杨红樱》，5 月
20 日（借书），6 月 11 日（还书）。《爆笑

校园》，6 月 10 日，6 月 18 日。《朱雀记
3》《朱 雀 记 4》《爆 笑 虫 子》《幼 儿 折
纸》......方某，《口哨男孩》《悠莉宠物
店》。张真钢说，有的孩子以前顽皮，
毁花、逮鱼，他就让他们读书，免费借
阅。朋友们得知其善举，纷纷寄书，他
现在有书籍几千册。村里 10 多个孩
子慢慢养成爱阅读的习惯，越来越懂
文明礼仪，“他们自己登记，借还都很
自觉，我还设了《每周推荐》。”为让孩
子们有更好的阅读环境，他在读书角
一侧的窗边摆设布艺沙发，茶几上有
花瓶，窗台上有书籍。阳光明媚的日
子，靠在温馨的沙发上阅读心爱书籍，
确是一种享受。

引导孩子读书是其一，张真钢还
带隔壁邻居去深圳、上海、长沙，开拓
视野，转变观念，如今又在尝试打造抱
团养老社区。“精神扶贫不能缺。现在
各方面改善，坑上人增强了自信。”张
真钢欣慰地说。

民宿有个读书角
□ 记者 黎小强 文/摄

本报讯 为进 一 步 推 进 素 质 教
育，丰富学生校园生活，培养学生的
个性特长，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黟县碧阳初中开展“第二课堂”活
动。

碧阳初中开设美术、声乐、足球、
篮球、语文、数学、英语、政史地、理化
生实验等多个兴趣小组。学生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及自身特长，自愿报名，

每周三或周四下午，大家纷纷奔向自
己喜欢的兴趣小组开展学习活动。活
动中，文科组的同学们一边行走在黟
县古城，一边听老师介绍黟县的历史
和名人，时而微笑，时而低头沉思，时
而拿起笔来记下这段历史。美术教
室里，学生们挥舞着画笔，描绘着彩
色的梦想。音乐教室则传出悦耳的
歌声。外语小组里，同学们认真排演
着英语话剧。足球场上，学生们奋力
地奔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