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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洪冬冬）近日，
青田县职业技术学校首次组织并开
展了“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证
工作，28名高三机械专业学生参加
了无人机驾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初级）认证考试，经过理论和实操
的双项考核，24名学生顺利获得了
他们职业生涯的第一张技能等级证
书。

2019 年教育部启动“1+X”证
书 制 度 试 点 工 作 ，“1”为 学 历 证
书 ，“X”为 若 干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把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结合起来，鼓励学生在获得
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
业本领。

首次组织开展“1+X”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考证，学校领导高度重
视，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严格按
照“+X”的考试要求，针对考试大纲
为学生量身定制培训方案。对学生
进行考前培训、考前模拟等各项工
作，确保考评质量，充分体现了学
校坚持学历与技能并举的办学理
念。

接下来，青田县职业技术学校

将正式作为无人机考试试点院校，
以“1+X”证书为引线，推进课证有
机融通，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强化职
业技能培养，落实“1”与“X”的有机
结合，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和评价模
式，多维度培养学生创业就业的过
硬本领，为社会输送更多技术技能
型应用人才。

24位学生首获无人机驾驶职业技能等级证

本报讯（记者 叶美 通讯员 谷
俊豪）近日，第三届浙江省幼儿园
精品课程公布，全省有 129 个材料
入选第三届浙江省幼儿园精品课
程。我市的丽水市实验幼儿园教育
集团实验园的大区域课程及景宁畲
族自治县幼儿园的“小山哈”探究
课程等 11 个幼儿园的精品课程成
功入选。

为了更好地推动幼儿园的课
程改革，调动幼儿园课程园本化

建设的积极性，建构更适宜幼儿
发展的课程，省教育厅教研室于
今年 3 月份组织开展第三届浙江
省幼儿园精品课程征集活动，共
收到各地推荐选送的幼儿园课程
材料 183 个，经专家严格评审、查
重核实并网上公示，有 129 个材料
入选第三届浙江省幼儿园精品课
程，我市入选精品课程的 11 个幼
儿园，分别是丽水市实验幼儿园
教育集团实验园、景宁畲族自治

县幼儿园、丽水南城幼儿园、丽水
市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灯塔幼儿
园、缙云县新区实验幼儿园教育
集团、景宁县中心幼儿园、缙云县
机关幼儿园、丽水市莲都区东方
明珠幼儿园教育集团、缙云县壶
镇幼儿园、青田县华侨幼儿园和
青田县水南幼儿园。

入选的这 11 所幼儿园基于自
己的办园理念，创设基于儿童为本
的空间环境，因地制宜建设适宜的

园本课程建设体系，同时注重因材
施教，利用系统思维，开发、挖掘、
利用资源，探索课程实施路径。他
们建构更适宜幼儿发展的课程，引
领幼儿园课程建设走向规范化、科
学化、个性化，遵循幼儿多元发展
的理念，层层落实，促进幼儿多元
发展。不仅达到了创造性个性化办
园的目的，更充分利用好了地域资
源，丰富了园本课程体系的发展和
建设。

“浙江省第三届幼儿园精品课程”公布

我市有11个幼儿园精品课程入选 本报讯（通讯员 廖瑞新）近日，
浙江省集邮协会正式发文公布，授
予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浙江省青
少年集邮活动示范学校”称号。同
时，该校廖瑞新老师被评为浙江省

“优秀青少年集邮辅导员”，吴慧珍
同学被评为浙江省“小小集邮家”。

据悉，此次全省共有 4 所学校
被命名为“浙江省青少年集邮活动
示范学校”，庆元职高是丽水市唯一
一所获此殊荣的学校。

据了解，庆元职高集邮协会成
立于 2014年 2月。在丽水市集邮协
会和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学校
集邮协会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纪念
活动和学校工作，弘扬传统文化，传

播集邮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集邮
活动，吸引了广大同学的参与，受到
了上级部门的肯定。2020 年 8 月，
庆元职高集邮协会被评为“丽水集
邮先进集体”称号，2022年 10月，学
校辅导员廖瑞新老师被评为“浙江
省集邮先进个人”。

接下去，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将
以此为契机，将集邮与课堂教学相结
合、集邮与素质教育相结合、集邮与
校园文化相结合，突出集邮的文化特
性，使集邮活动真正丰富学生的文化
生活，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扩大学
生的知识面，发挥集邮的育人功能，
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打造独特的校园文化。

“浙江省青少年集邮活动示范学校”公布

庆元职高榜上有名

本报讯（通讯员 陈炜敏 陈再
任）劳动教育能树德、增智、健体、
润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全面
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让孩子们在
劳动中发展身心，健康成长。12月
7 日，缙云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
展了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劳
动实践周活动。

一年级垃圾分类和整理抽屉；
二年级打扫楼梯卫生；四年级垃圾

分类；三年级、五年级现场包饺子；
六年级制作贺卡。在学校开展的现
场劳动实践展示中，各个年级的学
生纷纷大显身手。

三年级和五年级学生进行的
是现场包饺子，在各个学生的手
里，各个形状的饺子应运而生，有
模有样，饺子的造型也各式各样，
不仅让人赏心悦目，也令评委老师
赞不绝口。

缙云县实验小学举行劳动周

让学生体会“劳动创造幸福”

本报讯（通讯员 雷蕾）“卖菜
喽，新鲜蔬菜便宜卖喽！”12 月 12
日，一声声稚嫩的叫卖声响彻遂

昌县云峰中心学校，学校组织的
“晒丰收，暖寒冬”劳动成果义卖
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原来，

这些蔬菜全部是孩子们在劳动课
中亲手种植、用心护理的成果，如
今蔬菜进入成熟期，学校将劳动
与学科融合，开展劳动成果义卖
活动。

为有效落实“双减”，让教育
与生活相结合，帮助学生们树立
正确的劳动观，云峰中心学校在
校内打造劳动基地，种植多种当
季 蔬 菜 ，每 个 班 级 承 包“ 责 任
田 ”。 12 日 一 大 早 ，在 老 师 带 领
下，二年级学生走进“责任田”，采
摘“进货”。

“这颗白菜真大！是我们小组
种的，厉害吧！”孩子们的炫耀里满
是劳动的喜悦。挑选采摘、分类装
袋、称秤标价，学生们分工明确。

“小菜农”卖力叫卖，教职工、学生
们乐呵呵“捧场”，短短半小时，收
获的蔬菜就一售而空。

据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王凯介
绍，此次收获蔬菜共 134.5斤，义卖
活动收入共 337 元，将全部用于公
益。“我们还特意留了几箱白菜，送
给养老中心的爷爷奶奶们，希望他
们也能品尝到我们的劳动成果。”
203班的林昊然骄傲地说。

“学校借助校内的‘金果园’
‘半亩园’，已开展了多年的劳动教
育。这次的‘晒丰收，暖寒冬’义卖
活动，将认识人民币、认识千克、生
涯规划等知识与劳动实践有效结
合，学生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是我
们深化劳动教育的一次新尝试。”
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金存根介
绍，在“双减”背景下，云峰中心学
校正努力挖掘劳动资源，着力探索
劳动课程新形式，让学生乐享更丰
富多彩的劳动教育。

学生们自己挑选采摘 分类装袋 称秤标价

自己种的菜自己卖 小菜农校园叫卖受热棒

本报讯（通讯员 吴玲丽）比赛
的哨声已经吹响，队员们的目光寸
刻不离足球，手也攥得更紧了。每
个队员聚精会神，生怕错过任何一
个传球的机会。带球、铲球、过人、
射门，一系列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一
气呵成。

近日，在青田县章旦中学教育

集团举行的第二届迎新杯校园足球
联赛上，一个个精彩的画面，令师生
们激动不已。

章旦中学教育集团作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不仅开发
和编制了足球校本教材，还成立男
女足球社团，开展科学训练，为校园
的足球普及锦上添花。

绿茵驰骋“足”够精彩

“厨王”争霸

“ 滋 滋 滋 ”“ 铿 铿 铿 ”
“铛铛铛！”12 月 8 日，缙云
县长坑小学的操场热闹非
凡，四至六年级的“厨王”
争霸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中，数十名参赛的选手在
现场颠揉搅剁、煎炸炖炒，
忙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引来全校师生围观、点赞！

通讯员 李锦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