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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蹲点记一线蹲点记一线蹲点记一线蹲点记

□本报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黄牛春

“粟裕爷爷的一部分骨灰就埋在

这里，他曾经立下了赫赫战功……”

走进位于长兴县槐坎乡的新四军苏

浙军区纪念馆，记者听到有稚嫩的童

音正流利地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

历史往事。

纪念馆的前身是70多年前新四

军苏浙军区司令部。当时，司令员粟

裕率部到达此地成立苏浙军区，积极

向浙西日伪据点发起进攻，为抗战胜

利及签订“双十协定”作出了重大贡

献。因为拥有江南抗战时期保存最

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处革命旧址群，

所以长兴也被誉为“江南小延安”。

而正在讲解的孩子就来自距纪念馆

三四百米远的槐坎乡中心小学。

地处“江南小延安”，当地学校自

然深受红色革命精神的熏陶。30年

前，长兴县小浦镇成立全县首个少年

军校，时任小浦镇党委书记的张春道

亲自担任校长，探索国防教育如何让

学生入脑入心。两年后，这个乡村少

年军校成为全省先进。

1997年，槐坎乡中心小学也成

立少年军校，推出了“小讲解员”育人

制度。学生们每天轮流担任小讲解

员，有时走进附近的纪念馆给游客

讲，有时就在学校的国防教育展厅里

讲。他们模仿专职讲解员的语音语

调和神态动作，讲起来可是一点都不

含糊。

尽管校长已更换了好几任，但这

项制度却一直被保留下来。采访当

天，恰好轮到四（1）班的4名学生到

纪念馆里讲解。只见他们身着绿色

的小军装，胸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

精神十足。站在一门仿真大炮的展

台前，扎着马尾辫的王子玥先向游客

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随后便滔

滔不绝地说开了——

“大家好，您眼前的是一门仿日式

九二步兵炮，当年新四军在杭村战役

中，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消灭敌人100

多名，并缴获了这门大炮。后来，新四

军借助它赢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如

今，这门功勋炮的‘真身’陈列在北京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馆长悄悄地对记者说，刚来时，很

多孩子都害羞、胆怯，面对游客时紧张

地说不出话，现在他们自信多了，不仅

能流利地讲解，还会解答游客的提问，

许多革命小故事张口就来。

从纪念馆出来，回到槐坎乡中心

小学。刚进校门，记者就看到一块写

有“军旅园”的指示牌。这个区域呈

圆形，圆心位置立着一个大大的军号

雕塑，周围则是各种充满“军味”的体

育设施。“这是‘爬雪山’，这是‘过草

地’，这是‘天目山反顽战役’。”四年

级学生郑宇轩指着那些器械介绍说，

粟爷爷带领新四军战士诱敌深入，那

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还有“学军池”“行军路”“将军

岭”等，校园里到处都有新四军的文

化印记。在学校国防教育展厅，每天

都有学生到“粟裕展厅”“新四军展

厅”“小铁军展厅”等6个厅里轮流练

习讲解。学生吴思懿告诉记者，新生

进校就自动成为少年军校的一员，而

每间教室的班牌也是军号形状的。

前不久，学校还设立了一间无人

机操作实验室，里面有各类飞机模型

和零件。校长黄崇明说，得益于当年

新四军建立起来的“军民一家亲、军

地一条心”的优良传统，许多驻长兴

的部队官兵也会时常来校为学生讲

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以及介绍

最新式的武器，这大大充实了学校国

防教育的内容。

记者了解到，如今长兴全县60多

所中小学、幼儿园结合自身特色，都成

立了少年军校。作为一门课程，国防

教育也进校园、进课表、进课堂，定教

材、定教师、定课时。2010年，该县多

部门联手成立县少年军校总校，一次

性编配20多名在编教师，对全县所有

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学生开展为

期一周的训练。县教育局局长张向前

说：“生活在革命老区，身边有这么多

红色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教育资源，必

须要好好利用起来，培养学生的国防

观念和爱国意识。”

这是一座为学生们

量身打造的别样军营。

参训的学生按连编配，并

以军队英模为连队名称，

如黄继光连等。“授一面英雄旗、练一

回铁军胆、吃一顿铁军饭”等“八个

一”活动，给学生们留下了汗水与欢

乐。学校副主任俞忠琴说，和建校之

初相比，现在学生的参训自愿率和家

长的支持率均有了大幅提高。

如今，国防教育已成为长兴教育

的一张金名片。去年，槐坎乡中心小

学还入列全国首批中小学国防教育

示范校。2015年，粟裕长子粟戎生

来到长兴，看到少年军校活动开展得

如火如荼，他感动地说：“孩子们，别

忘记过去，只有牢记革命先烈做出的

牺牲，才能更好地发扬革命精神，才

能把老区建设得更好。”

采访那天，槐坎乡中心小学恰好

召开运动会。操场上，除常规的跑

步、跳远等比赛外，还有穿针引线、蒙

眼单脚跳、绑脚赛跑等项目，学生们

开心地参与其中。他们说，绑脚赛跑

8人一组，考验的就是够不够团结，

“当年新四军就是靠着团结精神才能

在艰苦的环境中打胜仗的”。

望着操场上那一抹抹奔跑如飞、

欢呼雀跃的绿色小身影，记者在想，

或许正如粟老所言：“培养军人的体

质、军人的知识、军人的品质，中国的

未来和希望寄托在少年一代身上！”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省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深入挖掘全省各地坚持不懈、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教育改革

发展的经验和成就，本报组织记者深入一线蹲点采访，今起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栏目，敬请关注。

小乡村里的少年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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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6 月 12

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与浙江省

人民政府签署《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

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责任书》，责任书一

式三份。

根据责任书要求，我省将于6月

底前出台贯彻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的细化方案，成立省级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省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门机

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推进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儿童青少

年近视率稳步下降。

同时，省财政将专门设立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专项资金。将学校卫生

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加

强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建设，强化人

员和设备配备，落实教室、宿舍、图书

馆（阅览室）等采光和照明要求，加快

消除“大班额”现象，建立并及时更新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加强

电子产品使用指导，严控学校使用

App布置作业；进一步遴选建设一批

省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示范或特色

学校等。

接下来，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

将与全省11个设区市人民政府签订

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责任

书，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力争到2023年，实现全省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基础上

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通过持续

推进全省近视普查工程等八大工程，

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省儿童青少年

新发近视率和近视程度明显下降，高

度近视发生率显著降低，6岁儿童近

视率控制在3%以内，小学生、初中生

和高中生近视率分别下降至 38%、

60%和70%以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达标优秀率达到25%以上。

此前，相关工作我省已经走在前

列。5月20日我省已发布《浙江省教

育厅等十一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意见》，提出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八大工程”；去年11

月已依托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

院（浙江省眼科医院）设立省级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指导中心。此外，

我省还以温州市、金华市、杭州市上城

区、宁波市北仑区等两市五区列入国

家级近视防控试验区为契机，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试点工作。

6月15日，我省首场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浙江理工
大学下沙校区举行，咨询会由本报联合浙江省教育考试院
以及相关高校共同举办。近200所高校的招生办负责人
在现场与考生及家长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在普通高校第
一段志愿填报前，还将有10场招生咨询会在全省各地陆
续举行。图为咨询会现场。 （本报记者 张 舰 摄）

招生咨询面对面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日前，衢

州市出台了营利性文化课程培训机

构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严禁培训与

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行为。

意见要求，单个教学场所的专职

教师不得少于3人，且必须具备相应

教师资格和与授课内容相应的教学

经历。培训机构不得聘用中小学在

职教师，如需聘请外籍教师则应具

备有关部门的准入和资格认定手续

证件。

培训机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内

容、班次、招生对象、进度和上课时间

等信息，必须提前报所在地教育主管

部门备案审核并向社会公布，有关教

学内容不得超出培训对象所处年龄

阶段的课程标准，严禁任何形式的超

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

行为。

此外，培训机构也不得面向中小

学生举办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

学等与升学或考试相关的学科及其

延伸类竞赛活动或等级测试等变相

竞赛活动，严禁培训与中小学校招生

入学挂钩行为。而专门举办艺术特

长类、体育竞技类的培训机构，不纳

入教育部门前置许可，但其名称中不

得使用“教育”“学校”等字样。

衢州出台意见规范培训机构管理

我省签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军令状” 马来西亚沙巴州
教育厅厅长一行来浙访问

本报讯（记者 曹可可）6月17日上午，马来西亚

沙巴州教育厅厅长蜜施特玲·拉丁一行访问省教育

厅。省教育厅副厅长丁天乐出席会见。

丁天乐代表省教育厅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

并介绍了浙江教育概况。他表示，浙江愿意通过委派

教师、帮助编写和优化教材、共享网络资源等方式，帮

助沙巴的华文教师提升水平，深化双方华文教育合

作。同时，他建议开展姐妹学校项目合作，进一步深化

友谊、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蜜施特玲·拉丁对浙江教育成就表示赞叹，并表达

了参与浙江“千校结好”项目的意愿。她对丁天乐的意

见表示赞同，希望双方能够在教师培训、学生交流等方

面加强合作，通过双方密切配合助力教育提升。在浙

期间，蜜施特玲·拉丁一行还将访问杭州有关学校，进

一步开展交流。

浙江省萧山中学
关于公开招聘名优教师和关于公开招聘名优教师和关于公开招聘名优教师和关于公开招聘名优教师和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学科奥赛教练的启事学科奥赛教练的启事学科奥赛教练的启事学科奥赛教练的启事

浙江省萧山中学是由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

举办的普通高级中学，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省

首批一级重点中学。学校一直保持较高的办学

水准，这几年每年都有300多位学生被国内著

名高校录取。

为响应萧山区委、区政府把萧山中学打造

成“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百年名校，精神高地”

的号召，经区教育局同意，决定2019年继续面

向省内招聘特级教师、省优秀班主任、省教坛新

秀等名优教师；面向全国招聘高中学科奥赛教

练。要求在职事业编制，年龄40周岁以下（特

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奥赛教练为辅导学生参

加高中学科奥赛近3年内获全国决赛银牌及以

上的教练团队的核心成员。待遇面议。配偶工

作及子女入学等按《萧山区教育高层次人才引

进和培养实施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详情请关注萧山中学网址：www.xshs.cn

联系人：高老师

电话：0571-82718603、83862337

邮箱：xsgjx@sina.com

联系人：翁老师

电话：0571-82722092

邮箱：xs82722092@126.com

浙江省萧山中学
2019年6月19日

象山定向培养
乡村小学全科教师

本报讯（通讯员 章 萍 姚 俊）6月14日，象山

县启动定向培养乡村小学全科教师计划，首批推出30

个名额。这样的培养方式在宁波还是首次。

据悉，培养对象必须为象山生源，立志从事乡村小

学教育事业，最低投档成绩不低于普通类第一段分数

线，并与象山县教育局签订定向就业协议的应届高中毕

业生。培养院校为杭州师范大学，专业是小学教育（师

范）专业，学制4年。毕业后，经象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审核，签订聘用合同，纳入事业编制管理。

该县教育局将根据学校需求，统一调配到乡村小

学任教，服务期不少于7年。考生若违约，造成资源浪

费、定向失控等情况，需支付违约赔偿金，违约金为当

时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

E-mail：zjjyb1@163.com 责任编辑 陈蓓燕 电话：0571-87778082 版面设计 余江燕

浙大脑库入选
国家级资源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沈 逸 富祯祯）科技部、财政部

近日公布了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优化调整名

单，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中国人脑库顺利入选。

这是继“脑与脑机融合”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获批

之后，该校在神经科学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突破。目

前，浙大脑库已按照国际标准工作流程共收集、储存了

176例新鲜人类全脑组织样本，是国内唯一收集了系

列完整的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脑组织样本，与国

际标准完全接轨的中国人脑组织样本库。

据介绍，浙大脑库是为适应脑科学研究的需要，整

合神经科学、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专家

和力量打造的多学科样本平台。今后，该校将推动科

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共建华东地区国际规范化的

中国人脑组织资源库联合体，为“双一流”学科建设提

供重要的资源保障和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