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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切实保障具备
学习能力的适龄残疾
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浩）随班就读
是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重要
途径。记者 28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
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
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
见》，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着力破
解限制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发展的
障碍，
提升随班就读质量。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在
评估认定方面，指导意见提出健全科学
评估认定机制，重点解决对残疾儿童少
年评估认定不科学的问题，要求发挥残
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评估认定作用，用
科学的机制确定残疾儿童少年是否适
宜随班就读，并做好适龄残疾学生的摸
底排查，建立安置工作台账，减少现实
中存在的家校争议。在就学安置方面，
指导意见提出健全就近就便安置制度，
重点解决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安置不到
位问题，要求加强谋划、合理布局，统筹
学校招生计划，同等条件下就近就便优
先安排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同时，利用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信息系统加强监测，
切实保障具备学习能力的适龄残疾儿
童少年不失学辍学。
为解决随班就读教育教学过程针
对性不强、教育教学质量偏低等问题，
指导意见强调遵循残疾学生的身心特
点和学习规律，合理调整课程教学内
容，科学转化教学方式。制订个别化教
育教学方案，帮助残疾学生提高自主生
活质量和劳动能力。健全符合随班就
读残疾学生实际的综合素质评价办法，
突出对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心理生理矫
正补偿和劳动技能等方面的综合评
价。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要加大对随班
就读学生的关爱帮扶力度，建立学生之
间的同伴互助制度，
促进共同成长。

市直教育系统开展
扶贫济困爱心捐款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许晶盈)为积极贯彻
落实省、市关于大力开展“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精神，自 6 月 13 日起，市教育局
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2020 年广东扶贫

济困日”爱心捐款活动，全局干部职工慷
慨解囊，市直教育系统也发动师生积极
响应，开展爱心捐款、缴纳特殊党费、团
费和工会费活动。期间，有学校开展“学

我国将开展青少年
进森林研学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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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第二届
高校联谊会圆满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丽华） 6 月 27 日
晚，湛江万达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湛
江市第二届高校联谊会在此举行。就读
于各地不同高校的湛江学子欢聚一堂，
通过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向大众展现
湛江大学生的风采。
活动上，大鱼乐队杨骐榕、原创歌
手张荣昊、青弦吉他社 17 届社长陈泓
池等 20 余嘉宾，轮番上台表演。舞蹈
节目编排新颖、舞步灵动、舞姿曼妙；
歌唱表演曲曲动人，大学生们投入歌
唱，活力四射，展现了自我特色和歌唱
技巧。整场表演精彩不断、高潮迭起，
引发观众们掌声阵阵，欢呼声不断，现
场气氛活跃。
据了解，湛江市高校联谊会由志趣
相投的大学生自发组织，旨在为就读于
各地不同高校的湛江大学生沟通交流搭
建舞台，展现当代大学生的青春蓬勃的
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见证着他
们在热爱的领域不断成长。节目参演者
就读于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工业大学、广州大学、四川音乐学院、
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墨尔本大学等大
学，他们大多是湛江一中、湛江市第二
中学的毕业生。

子献爱心活动”，组织扶贫济困义务募捐
志愿者走到街头开展募捐活动。截止昨
日，市直教育系统共筹得捐款 45 万多元
（其中市教育局机关捐款 2.8 万多元）。

湛江开放大学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99 周年暨“七•一”表彰活动
本报讯 （记者彭晓晖）6 月 28 日下午，湛江开
放大学在校本部 11 楼多功能报告厅开展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暨“七•一”表彰活动。学校党
委委员、全体教职工参加活动。
活动对一年来学校的党建工作进行了全面回
顾。当前，学校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实现
学校的既定目标，以开放办学、以技术立校、人才兴
校、创新强校、质量强校为契机，全面推进党的建
设，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
开创学校转型发展新局面。
表彰活动上，湛江开放大学的校领导宣读了
《关于表彰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
产党员的决定》，表彰了 2 个先进党支部、6 名优秀
党务工作者以及 10 名优秀共产党员，并为他们颁
发了荣誉证书。

湛江农垦实验中学
捐款为扶贫献爱心

优秀共产党员领取荣誉证书。 本报记者 欧阳泽 摄

教育部部署深入开展
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施雨岑）为改善
校园环境，提高健康素养，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部近日印发通
知，部署深入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
运动。通知提出，建立健全学校公共卫
生体系，完善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响应机制。
通知要求，要改善校园环境卫生。
整治校园整体环境，完善学校基础设
施，保障校园饮用水安全，提供充足的
洗手设施，加强公共区域清扫消毒和室
内通风换气。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做好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健康检查、食品原料
进货查验、食堂和餐饮具清洗消毒。坚
持预防为主，大力宣传公共卫生安全、
传染病防治和卫生健康知识，提高广大
师生传染病防控意识和能力。
通知明确，要提升学生健康素养。
倡导健康生活，保持疫情防控期间形成
的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科学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保护野生动物等健
康行为和习惯，提倡分餐制和使用公勺
公筷，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
式。持续关注复学复课后学生的心理
健康，
完善学校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机制。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本报讯 （通讯员刘凤杏） 6 月 22
日，在第十个“广东扶贫济困日”到来
之际，湛江农垦实验中学开展“广东扶
贫济困日”捐款活动。
今年“广东扶贫济困日”的主题是
“决胜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当天
学校党员干部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捐款活
动，凝聚爱心，以实际行动支持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发展工作，为扶贫工作献
上自己的一份爱心。
在党委的带动下，工会和团委也积
极行动起来，纷纷组织教职工和学生参
与扶贫捐赠工作。经统计，此次捐款活
动师生参与率达到 99.9%。

海南“专递课堂”让城乡
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据新华社电 （记者赵叶苹）今年春
季学期以来，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乡
村教学点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学生们
可以通过墙上的两块大屏幕，跟着屏幕
里的老师学习美术、音乐。
打安镇田表小学四年级学生羊慈
说，对他们来说，美术课、音乐课是十分
“稀罕的课”。如今通过大屏幕，可以听
到白沙县第一小学美术教师林江授课。
在县城的主讲教室里，林江同时给
田表小学、南叉小学、港政联小学 3 个乡
村教学点的 30 余名学生实时远程授课。
一根网线，连接着县里教学研究培
训中心的主讲教室和 3 个乡村教学点的
听讲教室；一块屏幕，为身处乡村偏远教
学点的孩子们“速递”优质教育资源。这
就是海南省在白沙县建设的乡村小规模
学校“专递课堂”。在“专递课堂”的帮助
下，村小如今也能开齐、开好国家规定课
程了。

湛江开放大学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暨“七•一”表彰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欧阳泽 摄

2020 年赤坎区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教学研讨活动在市八小举行

发挥语文统编教材育人功能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宋宏伟）为深
度把握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和教学思
路，推进小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6 月 29 日，湛
江市教育局、赤坎区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联合
湛江市潘远生名师工作室在湛江市第八小学举
办“2020 年赤坎区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教学研讨
活动”，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
能力，更好地发挥了统编教材在语文学科的育
人功能和文化传承作用。
近年来，赤坎区小语界在学习新教材、理解
新教材和如何使用好新教材方面做了许多有益
的探索。本次研讨活动继续深入推进新教材的
研究，以湛江市第八小学钟佩银老师执教四年
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七课《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

边》，湛江市第二小学陈明明老师执教三年级下
册第六单元习作指导课《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
为研究内容，通过课例展示、评课互动、总结点
评的方式呈现了老师们对统编教材的深入思考
和积极实践。
此次研讨活动，通过广泛的交流、展示、点
评、总结，帮助老师们加深了对新教材的认识与
理解，提高了新教材的教学实施能力，本次教研
创新了评课方式，采用线上线下同时评议，为赤
坎区小学语文学科建设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赤坎区各学校负责小学教学工作的副校长、
语文学科教导主任、语文科组长、一至六年级级
组长及各年级语文骨干老师参加研讨活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璐）为提高青
少年生态文明意识，我国将全面开展青
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活动。力争到
2025 年，全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
教育活动体系基本建立。
根据全国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近
日印发的《全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
教育活动方案》，我国将加快推动自然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批国家青少
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逐步把青少年进
森林研学教育活动融入中小学校教育
赤坎区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教学研讨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
中。到 2025 年，基本建立全国三亿青
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活动体系，绿色营
地生态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全国 50%
以上青少年参与森林研学教育活动。
方案提出，将依托关注森林活动，
□ 李湘东
加快普及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推进国
家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建设，开展
“守住校园净土，绝不让毒品踏入校
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社会“三位一体”的毒品预防教育网络，充
绿色中国自然大课堂等实践活动。构
园半步”。6 月 26 日是世界禁毒日。我市
禁毒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近年来，我
分形成学校教育全员化、课堂内外一体
建以主管部门为主导、学校为主体、市
各地都举办不同形式的禁毒宣传活动，
市各级各类学校都将预防毒品教育作为
化，学校家庭社会无缝化的特色教育模
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自然教育 “全民戒毒 志愿同行”
“健康人生 绿色无
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下功夫、花气力抓
式。要组织预防毒品知识讲座，开展禁毒
创新体系。
毒”
“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等活动遍布城
岀成效。众所周知，青少年涉世不深，判
演讲征文比赛。学校的宣传厨窗要多刊
全国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将制订
乡。禁毒宣传的重点无一例外直面学校，
别是非能力不强，抵制毒品侵害的心理防
登禁毒宣传材料，最好还能安排一些案例
直面未成年人。
线薄弱，对毒品危害性和吸毒的违法性缺
警示，让禁毒宣传内容潜移默化地植根于
青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活动安全保障
方案和预案，建立安全责任落实等机
毒品是全世界的公害，是人类共同的
乏足够认识，最容易受到毒品侵害。有些
学生心中。
制。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建
敌人。毒祸猛于虎。长期吸毒者精神颓
年轻人为解除烦恼，寻求刺激，往往从吸
学校的禁毒教育还要通过”小手拉大
设作为重要工程项目内容，将融入各省
废，身体虚弱，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毒品
一支烟入手，从尝一颗搖头丸开始被毒品
手”的方式，通过一个孩子，挽救一个家
林草主管部门年度考核评价体系。
一沾，遗害终生。毒品价格昂贵，一旦吸
套牢，结果越陷越深，最终毁灭自己、祸及
庭，带动整个社会。有些孩子的亲人不幸
毒成瘾，而又无力支付巨额毒资，瘾君子
家庭、危害社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教训
卷入吸毒中，此刻，从子女入手贴近教育，
据了解，关注森林活动于 1999 年
由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全国
往往挺而走险，走上抢劫偷扒的犯罪道
极为惨痛。
最能让吸毒者体会到至爱亲情，体会到家
路。法律对贩毒吸毒历来从严惩处。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禁毒、防毒、
庭的暖心温馨，体会到社会的关心关爱，
绿化委员会、原国家林业局等单位联合
发起。活动执委会设在国家林业和草
人吸毒，全家遭殃，如不采取坚决禁毒措
拒毒的宣传教育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扎
最能让他们产生信任和认同感，增强戒毒
施，一个家庭将因吸毒者的无知和疯狂，
实有力地推进。要全面构建学校、家庭、
的决心，打开心扉重新做人。
原局。

同学少年对毒品说
“不”
近年来，我市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禁
毒工作，以三年”全民禁毒工程建设”为抓
手，同心并肩，攻坚克难，实现了全市毒情
形势总体可控，稳中向好的局面。对青少
年学生的禁毒教育也取得明显成效。在
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青少年学
生的拒毒、防毒、禁毒工作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百年大计。毒品一天不彻底清除，禁
毒宣传就一刻不停，打击贩毒吸毒就要始
终利剑高悬。让青少年学生远离毒品，健
康成长，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是我们的
努力和担当。让我们行动起来，和孩子们
一道学习禁毒知识，充分认识毒品违法犯
罪活动的危害性，自觉抵制毒品，提高对
毒品防范能力，做到知毒、防毒、拒毒，终
身不沾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