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金园园）“同学们好，欢
迎来到青田县应急安全教育体验馆……”近日，当青田
县温溪实验学校五年级的同学来到青田县应急安全教
育体验馆时，503班的吴玲钰同学自豪地为大家介绍着。

据悉，该应急安全教育体验馆是青田县唯一一个校
内体验馆。馆内分为VR应急安全互动体验区、3D模拟灭
火体验区、自然灾害科普区、结绳训练操作体验区、海姆
立克急救法展示区、心肺复苏体验区六大区域，采用VR
互动、游戏模拟、3D仿真沉浸式体验等模式为参观者呈现
观感体验，融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科技性为一体。

在汤海超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先来到了VR应急
安全互动体验区，VR 互动体验系统通过技术模拟出一
个与真实无异的“火灾现场”。瞧，杨嫚同学正身处“火
灾现场”，戴着VR眼镜，手持体感手柄的她好不容易才
找到灭火器，一阵手忙脚乱后，终于成功灭火。虽然这
只是三维动态的火灾现场，但也足够让人紧张不已。

在 3D模拟灭火体验区也围着许多同学。汤老师正
在为大家讲解如何进行模拟灭火操作：“同学们需要手
持灭火器对准屏幕上的 3D 模拟火灾场景进行灭火体
验，在规定时间内火苗消失即为成功。”一拔、二握、三
瞄、四扫，大家跃跃欲试，将平时学到的理论方法用在了
实处，纷纷灭火成功。

接着，大家又来到了结绳训练操作体验区，铁架上
摆放了许多绳结供大家练习。501 班的杨莎同学指着
演示图说道：“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几种常用的消防
绳结，用于火灾时逃生！”单结、半结，这些看上去简单
的打结方法，同学们实际操练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青田县温溪实验学校校长叶梅杰表示，校园应急安
全教育体验馆的投入使用，是为了让师生不出校门就能
体验各种应急场景，在模拟中学习安全知识，掌握自救
技能，提升安全素养。接下去，学校将通过开发生命课
程、融合学科教学、开展实践活动、规范日常管理方式，
深入开展生命教育。

为了对学生深入开展生命教育

青田这所学校建起
应急安全教育体验馆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苏
佳 雷蕾）“快看我拔的大萝卜！”“我
这也有好多呀！”“哇，我们组的包心
菜长得真好……”日前，遂昌县实验
小学的锄禾园内，学生们卷起袖子，
忙着收割大家的劳动成果。

据了解，锄禾园自开耕以来，以
“校内+校外”的形式开展。校内以综
合实践、劳动、美术、科学等课程为基
础，利用学校资源开展劳动教育活
动。校外以家庭为单位，结合家庭实
际情况，在家长的协助下，组织一些内
容简单，材料容易准备，确保活动安
全，并能有效实施的劳动教育活动。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收获了满
满一筐蔬菜，黄老师让我们回家后
把菜制作成一道美味佳肴，接到这
个任务我真是太开心了，因为我可
以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分享给我的家

人了！”502班的伊一笑着说道。
校长鲍宗武表示，“双减”政策

下，在自然环境中培养孩子们热爱
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是非常
有意义的，在这个基础上让孩子们
从知识迈向实践、从课本转向生活，
让他们在劳动中收获成长。

与遂昌县实验小学一样，遂昌
县云峰中心学校的劳动基地也迎来
了丰收季。

“哇！我们班收获的‘青菜王’
有 3.67千克！”在遂昌县云峰中心学
校的劳动基地“金果园”和“半亩园”
里，一场关于“丰收”的精彩比拼正
在进行。“本次‘丰收节’的‘蔬菜王’
是六年级 ，他们一共收获包心菜
166.8 千克！”据少先队辅导员王凯
介绍，本次收获蔬菜共 485.6 千克，
学校最终根据蔬菜品相、重量，决出

“蔬菜王”，并给相关年段和班级颁
发“劳动之星”奖励。

“自己种的蔬菜和爸爸妈妈们
在菜市场买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203 班的雷一博将收获的包心菜带
回家，在父母帮助下，完成了一道手
撕包心菜。“这是我自己辛苦养大
的，吃起来特别香！”

据悉，在云峰中心学校的劳动
基地，各班级会认领一块“责任田”，
选种、播种、施肥全由班级自主管
理。学生首先会了解到农作物的生
长习性，再到自己的“责任田”开展
劳动。种植、培育农作物的过程中，
既强健了身体，学会珍惜粮食和光
阴，体会到父母的不易，最终还能有
所收获，分享劳动成果，真正实现德
智体美劳相互促进、相互融合，还让
劳动课程评价有了依据。

拔萝卜 收包菜 蔬菜王PK
遂昌校园里的劳动基地迎来丰收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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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翠 周如青
通讯员 洪耀辉 周宁好

日前，浙江开放大学公布 2022年度市县
办学单位业务工作考核结果，丽水开放大学
荣获考核A等单位，这是丽水开放大学连续
第四年获得考核A等单位荣誉。

丽水开放大学由丽水广播电视大学更
名而来，转型升级后进一步丰富了办学内
涵，旨在促进全民终身教育多元优质发展。

“这不是简单的换一块牌子，而是意味着办
学方向、思路、对象的全新转型。我们将致
力于打造一所面向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社
区教育、老年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该校党
委书记、校长叶伟勇介绍。学校连续四年获
全省优秀，在他看来，是对学校办学业绩的
充分肯定，也是学校高度重视开放大学体系
和终身学习型社会作用，高位推进全方位教
育现代化结出的标志性硬核成果。

教学培训
谱写终身教育新篇章

2022 年，对于丽水开放大学来说，是极
为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学校正式更名为

“丽水开放大学”，成为全省开放大学办学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迈上了新征程；这

一年，全市开大系统开放教育招生 3898人，
招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六年连续增
长，其他各项工作处处开花，硕果累累……

“把最精准的教育，送给最需要的人。”
没有“围墙”，入学门槛分层，不受年龄限
制，校园“无限宽广”，哪里有需要就开在哪
里，这是丽水开放大学区别于一般学校的
地方。为了最大限度服务学员，丽水开放
大学提供了便捷的入学方式，可“免试入
学”：前置学历认证通过，即可入学，无需参
加成人高考。学习形式上采用线上线下融
合的方式，有效解决了学员工学矛盾，实现
工作学习两不误。“我们致力于做有质量的
教育，在师资培养上下了很多功夫，课程设
置上也非常注重实用。”教育学院院长吴剑
敏介绍。

去年，受疫情的影响，许多活动受限，但
丽水开放大学的非学历教育仍然交出了靓
丽的成绩单：社区（老年）教育线上重点推进

“丽学通”平台建设；“浙学指数”全省排名第
二；线下共开展各类智能技术培训 1386场，
培训 56447人次，培训规模创历史新高。在
老年教育成果展示活动中，该校推送的作品
获得国开“银龄逐梦迎新春”线上文艺展演
活动最佳人气奖，国开老年教育短视频类优
秀奖，三位教师获得国开良师奖。在全省教
育书画教学成果展中也收获颇丰。

一方面，该校持续做强省级教师专业发
展培训业务，培训了全省 5902位专业教师，
为全省一线教师的知识更新和教学能力提
升提供了优质的教培中心。另一方面，挂牌
成立丽水创业创新学院，聚集共富人才培
育，打造集培训、孵化、交流、服务于一体的
创新创业平台，成功举办一系列围绕我市乡
村振兴和五大产业发展的培训和活动，共计
57个班次和场次，参加线上培训和活动人数
达 9060人次，线下 4627人次。

此外，丽水开放大学还创建了社区工作
者培训基地，致力于现代社区工作者专项人
才培养，组织 430名社区工作者参加专项人
才培训和能力提升，为地方输送合格的现代
社区工作者专业人才，增强新时代社区治理
人才支撑。

去年 10月，丽水开放大学联合北方天途
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打造的全市首
个校企合作“无人机人才教培基地”成立，为
社会培养专业、合法的无人机飞行员，目前
已开展 5个班次 300人次的普及性培训。

德育培训
开创育人工作新局面

思政引领，铸魂育人。去年以来，丽水
开放大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打
造“一体两翼”思政育人品牌，开创了学生工
作新局面。

“一体”是指以施蕾芬思政教育名师工
作室与“兴村治社名师”导师团队协同一体，
实现学校与社会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的大思
政格局。“两翼”是指丽水开大农民大学生宣
讲团、丽水开大领雁学生网上党组织。

2021 年底成立的施蕾芬思政教育名师
工作室，发挥了名师在思想教育工作中的示
范、指导和辐射作用，培养思政教育的骨干
人才，加强思政教学资源建设并共享，形成
全市开大思政工作“一盘棋”，优化全市开大
思政工作。学校还将名师工作室打造成农
民大学生培养项目“两翼”驱动的主导力量，
实施了思政教师“一对一”引领机制，为学生
成长、成才引路。

17名省市“兴村治社名师”是村社党组
织书记的优秀代表。通过师徒结对，他们将
党建引领、生态富村、文化凝心、共治共建等
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传授给农民大学生，为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一体两翼”思政育人品牌，既充分发挥
了学生的主体性又充分调动教师和导师的
主导性，从而有效地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双师联动”“两翼齐飞”。去年丽水开放
大学依托该品牌组织了 50场农民大学生新
思想宣讲活动，开展学生“党建+”活动。学校
申报的《“一体两翼”：打造“领雁人才”思政育
人品牌》获批省开大思想政治育人载体培育
项目，《“一体两翼”助雁飞》被省开大评为开
放教育学生党建引领思政治工作品牌。

“入学无障碍、人人有书读、处处是教
室、时时可学习”，这样的终身学习图景在社
会发展新阶段和老龄化社会的当下，变得非

常必要，事实上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丽水
大地上。

在丽水开放大学校区北侧，占地 6800多
平方米的丽水终身教育中心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项目包括一系列以服务终身学习为导向
的信息教学中心及实训教学用房等。这个总
投资1.3亿元的中心建成后，预计年均可服务
终身学习人数达 2万余人次，能加快完善构
建终身教育体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进一
步提高我市终身教育事业整体水平。

去年，丽水开放大学还与市委组织部合
作推出领雁人才 2.0工程，采取“党建引领+
学历教育+实训培养”的模式培养乡村振兴
人才。

自 2019年开始，丽水开放大学就针对丽
水农村基层干部开设了“领雁班”，开展专题
党课、交流研讨、主题党日等活动，提升村干
部作为农村共富带头人的工作能力，为助力
乡村共富提供坚强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去年 12月，中国教育在线“2022高校赋
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获奖名单公布，丽水
开放大学推荐上报的《领雁工程：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的“共富浙丽”样本》成功入围，这
也是浙江省唯一入围的案例。

去年丽水开放大学还启动实施了青年
教师教学能力培养计划，共有 13位青年教师
与老教师进行结对培养，教科研氛围也进一
步浓厚，学校 1 个省级课题立项，24 个厅级
项目被立项。

翻开现代开放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社会培训的新篇章，新的一年，丽水开放
大学将以永做新时代“挺进师”的奋斗实干，
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丽水探索与实
践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力求实现开放办
学、贡学于民、育达终身。

奔竞不息 踏浪逐梦
——丽水开放大学高位推进教育现代化侧记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陈慧滢 姚锦萍）
“送你一束郁金香”“梦想中的花园”“玉兔呈祥”
“王太守八宝拼盘”……新颖别致的菜名让人拍手
叫绝。不论是外观还是味道，都令在场的评委啧
啧称赞。近日，缙云县首届少先队员厨艺大赛暨
烹饪劳动项目研讨活动简直颠覆了老师们对学生
的厨艺认知。

据了解，本届大赛旨在推进劳动教育课程的有
效落地，提升少先队员的劳动素养，来自全县 35所
小学的 140名小学生参加了比赛。大赛以“鸡蛋”
为主题，要求参赛学生在 40分钟内完成创作。一
声令下，参赛学生系上围裙，纷纷动起手来，一副

“大厨”的模样。烹饪过程中，小厨师们分工合作，
有的负责洗菜、切菜，还有的负责配料、炒菜，在锅
碗瓢盆之中大显身手，忙得不亦乐乎。

不一会儿，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品新鲜出
炉。大家将鸡蛋融入精心烹制的菜品里，煎、炸、
煮、炒，五花八门；糖醋鸡蛋、鸡蛋羹、爽面蛋、白煮
蛋……鸡蛋家族日渐壮大。每组参赛选手根据自
己的创意来源，对菜品进行阐释，述说菜肴的寓意
和营养价值。

“平时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在厨房捣鼓美食，
今天把兴趣爱好带到比赛中特别开心，觉得自己
特别棒，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缙云实验二小
507班的学生应维说。缙云紫薇小学 506班的李函
睿也表示，此次大赛不仅让她锻炼了动手能力，更
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最后，评委们根据成品菜的色、香、味、意、新等
方面为每件作品进行综合评分，学生们的烹饪手艺
无不让点评老师们竖起大拇指。

缙云县举办首届少先队员厨艺大赛

140名小学生以鸡蛋为题争霸“厨王”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刘雪忠）“平安赞，
你们认识它吗？这枚小小平安赞，分 4个季节 4种
颜色：春季绿色，夏季蓝色、秋季黄色、冬季红色，寓
意四季平安，只要同学们乘坐电动车时戴头盔就可
以领取一枚……”近日，交通安全进校园暨“平安
赞”颁奖活动在上海世外教育附属丽水市实验学校
中山校区举行。

活动现场，保险公司代表给获奖的学生颁发头
盔，莲都区交警大队万象中队队长胡志锋还给同学
们上了一堂交通安全微讲座，通过现场演示和解说
让同学们更加深刻地明白“一带一盔”的重要性。

据了解，平安赞活动执行一年多，上海世外教
育附属丽水市实验学校从中山校区推广到丽阳校
区，发出 7800余张平安赞，惠及 1700多个家庭。“一
带一盔护平安，交通安全在身边，实验平安赞，爱满
丽水城。”活动最后，校长助理詹丽立带领同学们大
声宣誓，希望同学们乐做交通安全小使者，让文明
安全陪伴成长。

实验平安赞
爱满丽水城

近日，缙云县新区实验幼儿园的萌娃们开展“小雷
锋”爱劳动、“雷锋的故事”主题画展、“雷锋的事迹我来
宣讲”等系列活动，弘扬传承雷锋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为大班的小朋友在给小班的
弟弟妹妹讲雷锋的故事。 通讯员 马春霞 杜益杰

学雷锋讲雷锋

煎、炸、煮、炒，经过精心烹制，每一个鸡蛋都被赋予独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