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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朱军连 章 媚

每周五下午是丽水市莲都区

天宁小学双黄校区的劳动课时

间。上课铃一响，学生们就带着农

具，争先恐后地奔向校内的劳动实

践基地。每个年级都有一块自留

地，大家有的锄草，有的施肥……

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文件的

下发，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已经成为各地各校的共

识。此前，丽水市也出台了中小

学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工作督查

实施意见，要求各校动足脑筋，

克服场地难题，为学生搭建劳动

平台。莲都区教育局局长李小富

介绍，区内不少学校由于校园内

场地狭小、空间资源匮乏，开展

劳动教育多有制约，但不能因为

有难处就放缓脚步。

双黄校区地处偏远，现有40

多名学生，大部分是寄宿生。“由

于可利用的空地不多，学校便从

农民手中租来了土地，现在更是

扩大到一亩左右。”校长李王钊

说，基地上的种养从未间断，不

仅种菜、种桃，还引入了皇菊及

食用茉莉、玫瑰等，今年更是圈

起笼子养起了鸡。如今，这个劳

动基地俨然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去年，莲都小学高溪校区建

起学农实践基地，并开设了“种

子的力量”校本课程。但学校占

地仅 5000 平方米，周边都是农

户，借不来地，基地拓展不开。

怎么办？学校求助丽水市农科

院的专家，打起了“雾耕科技”的

主意，办起了一个垂直农场。这

是一种适合护栏与围墙等空间

环境绿化的管道式水气培方法，

瓜果蔬菜、花卉中药材等，都可

以培育。

由于员工宿舍楼采光最好，

该校便把这栋楼的护栏利用了起

来，进行实验种植。随着首批黄

瓜的成功采收，师生们信心倍

增。“哪块空间还能用来辟出劳

动场所？”走在校园里，负责教师

张枫总是想着这个问题，以满足

学生多样化的劳动实践需求。眼

下，学校正筹划在操场边的一小

块空地上建温室大棚种蔬菜，在

教学楼边上凿一个水池，让学生

种上水生植物等。

生长在城区的孩子很少有参

与劳动的机会，基本上就是在课

上“听”劳动、课外“看”劳动、网

上“玩”劳动，更别提割稻谷、打

稻谷了。但前不久，天宁小学的

师生们却在校园里拿起镰刀收割

稻谷，并举办了首届“稻花节”。

“位于城区的学校，可用的土地

更为稀缺。”该校校长曾丽蔚说，

由于校园里绿化较好，学校对这

些资源进行整合利用，为学生开

辟了劳动实践基地。

据说，每一个基地建起来都

不容易，像桑园几经周折才有了

现在的规模。另外，通过把散种

于校园内各个角落的杨梅树移栽

到一起，才建成了现在的杨梅

园。如今，天宁小学已有了“水

田”“陆田”和“药田”，还有“百桑

园”“农技园”“翠竹园”和“杨梅

园”，最初设想的“三田四园”校

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正在逐渐成

为现实。负责教师陈剑秋感慨，

有了这些“田园”，就可以组织学

生参加种植、养殖、饲养等农业

生产，以及采摘、烹饪等活动，还

可以组织他们进行农产品义卖、

公益募捐等。

前不久，就劳动教育开展情

况，莲都面向全区32所中小学校

开展了调查。结果显示，因地制

宜开辟“田园”的学校占了七成

以上。该区教育局教育科负责人

雷学钟兴奋地说：“区域性的农

耕劳动教育特色日渐凸显。”

最近，莲都区出台了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相关文件，要求各校因时因地因

校制宜，立足自身优势，强化特

色，开展劳动教育基地、劳动教育

特色学校创建工作。同时，要充

分利用现有场地，进一步完善学

校劳动教育设施标准化建设，建

成有质量保证的劳动教育课程实

施场所。

莲都：教学楼间有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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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体验·创新·成长”为主题的
舟山市市本级第二届中小学科技节现场赛
在舟山新城举行，包括极速号绕标赛、水上
足球赛、纸船承重赛、木结构“桥梁模型”静
压承重赛、冲浪纸飞机比赛和四轴飞行器
比赛6个项目。图为学生正在进行冲浪纸
飞机比赛。
（本报通讯员 乐佳泉 金张丽 摄）

起飞吧，纸飞机

□何 勇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 12 月 26 日表决通过《刑法修正

案（十一）》，其中规定：已满 12 周岁不

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

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12 月 27 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

趋势，低龄未成年人致人重伤、死亡的

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低龄

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残忍手段、恶劣影

响令人震惊，与成人案件几乎没有区

别，却只因未满 14 周岁，未到法定刑事

责任年龄，就免予刑事处罚，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继无民事行为能力年龄适度下调

之后，适度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意味

着低龄不再是少年犯罪的“免罪金牌”。

这是法律的与时俱进，是立法对社会诉

求的呼应，也是遏制少年犯罪的必要手

段。低龄恶性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

避免他们滑向犯罪深渊，是在“治病”救

人。同时，这也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告

慰，是给受害人家属的一种交代。

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只是事后惩

罚，少年犯罪毁灭两个家庭的悲剧并没

有杜绝。实际上，预防少年犯罪是一项

系统工程，不能只靠下调最低刑事责任

年龄这一招，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也

并非预防少年犯罪的有效手段和灵丹

妙药，归根结底还是要织密预防少年犯

罪体系。

首先，对于职能部门和社会而言，

既要严惩和防范社会黑恶势力向校园

和学生渗透，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填补刑罚与放任之间的空白地带，

对未成年人犯罪施行分级预防，对尚未

构成犯罪及未达到刑责年龄的犯错少

年及时给予相应惩戒，进行干预矫治，

或送进工读学校进行教育，或进行收容

教养，及时“治病”救人。

其次，对于学校而言，要强化对学

生在校行为的管理，加强对在校学生的

法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及时对犯错

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惩戒教育，引导学

生正确处理校内外发生的矛盾，对屡教

不改的犯错学生要及时移送到工读学

校教育。

最后，对于家庭而言，父母要强化

家庭教育功能，发挥预防少年犯罪的第

一道防线功能。父母不仅要关心、关

爱、理解孩子，让孩子从小感受到家庭

的温暖，还要正确引导和教育孩子，更

要尽到管教义务，对孩子及时纠错、纠

偏，及时掐灭孩子出现的犯罪苗头。

下调最低刑责年龄有利于预防少年犯罪

衢州：
“十个一”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衢州日前发布了中小学校园文

化建设提升的“十个一”方案，以打响“南孔学地·教育有礼”

品牌。

方案要求全市中小学校在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前，打

造一条党建长廊、一间校史陈列室、一座主题“微公园”、一

个开放式书吧、一个创客中心、一个劳动实践基地、一个心

理辅导中心、一间卫生保健室、一间母婴室，立一尊孔子

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各校要以校园空间环境的文化展

现为主要依托，结合办学特色，因校制宜打造校园主题“微

公园”，打造先进专业、功能齐全的创客中心等。

衢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通过观

摩、交流等多种形式推广各县（市、区）和学校的创新经验，

同时结合市级文明校园评选和复评，全面验收各地各校“十

个一”校园文化提升成果。

椒江：
引进优质资源融入长三角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王蒙亚）12月28日，华

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举行立校典礼，现场还签署了共建

上海—椒江“强校联盟”等。

华东师大附属台州学校是一所由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

府和华东师范大学合力打造的公办学校，是目前该区规模

最大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可容纳3360名学生就读。该校还

成立了少年科学院、少年行走学院、少年海事学院、少年健

康学院等四大学院，邀请上海及本地专家担任各学院顾问，

融会融通社会资源与教育发展，打造素质教育品牌。

以兴办华东师大附属台州学校为桥梁，椒江区还与华东

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等共建上海—椒江“强校联盟”，以辐

射该区的“一江两岸”联盟学校。此外，还成立了椒江教育

书院，邀请华东师大等高校的知名教授、专家和学者为该

区教师培训、授课，为椒江全体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起“接

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平台。截至目前，书院已面向椒

江全区教师、家长开办6期讲座，内容涵盖学科建设、教育

信息化、教师发展、心理健康教育等多方面，超过5万人次

在线观看。

20位教授耗时3年编就
《义乌文史读本》

本报讯（通讯员 龚琴娟）日前，《义乌文史读本》发布会

在义乌市新丝路学校举行。

2017年年底，在义乌市委市政府力推下，浙江大学组建

了包括近20位教授在内的编写团队，历时3年完成了《义乌

文史读本》系列丛书的编写。丛书包括《义乌文史读本》普

及版、拓展版及《义乌名家名篇导读》3册，由浙大文科资深

教授张涌泉、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人文学院副院长冯国栋

等联合主编。

读本的普及版、拓展版包括历史回望、山川风流、文史

名篇、乡约家训四大板块。其中以文史名篇为重点，入选篇

目分为两类，一类是义乌籍人士作品，一类是任职义乌和描写

义乌山水历史人情物理的外地人士作品。入选作品以民国为

时间下限。每篇选文都有赏析、注释，并辅有相关图片。

12月24日下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木木
羊”生活坊工作团队的师生们来到党建共同体单位戚家山街
道，指导街道社区书记、文教工作者、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
长等制作古法香膏和唇膏。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罗志强 徐迪静 刘沪波 摄）

（紧接第 1版）我们将“对标”中央和

省委全会精神，加强新时期教育改

革发展顶层设计，实施学前教育第

三轮行动计划，健全高水平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以新名校集团化、

“互联网+义务教育”城乡结对帮扶、

公办初中提质强校为抓手推进义务

教育全域优质均衡；加快普通高中

分类办学和多样化特色发展，展现

新课程新教材国家级示范区水平。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制定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和师

德师风负面清单，系统谋划新时代

“中小学名师151培养工程”“中小

学名校长525培养工程”，健全完善

教师收入与公务员收入联动机制，

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

位、职业地位。

服务大局，挖掘“美好教育”支撑

动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教

育的重要使命。我们将认真贯彻高

教强省、创新驱动和人才强市战略，

深入实施“三名工程”，积极推进北航

中法航空大学项目，大力支持西湖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

等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支持市属高

校跨越式发展，努力打造新时代高等

教育新高地，为杭州建设“一城”“一

窗”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

障；主动对接杭州“全国数字经济第

一城”和新制造业计划发展需求，创

新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以产业创新为

驱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立足产业

链和创新链，重构人才链和教育链，

形成多方共赢的产教融合发展生态

圈，努力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杭

州样板”。全面提升教育国际化水

平，全力打造教育开放发展新格局，

持续支持迪拜中国学校长期稳定办

学，细化“一市对一校”杭州模式，积

极为中国基础教育“走出去”提供更

多“杭州经验”。

回应关切，提升“美好教育”民生

温度。教育是最大的民生。“美好教

育”不仅要反映在教育主要指标的领

先上，更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上。我们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多

样化优质教育的需求，不断健全完善

更充裕、更多元、更优质、更开放、更

公平的现代化教育服务体系。推进

实施新一轮基础教育专项布局规划，

严格落实教育设施建设“四同步”要

求，把更多优质学校（幼儿园）建在家

门口，满足老百姓“好上学”的需求。

深入实施新名校集团化战略，推进区

域内学校组建紧密型教育集团，支持

跨区域跨层级合作办学,持续扩大城

乡“互联网+义务教育”结对帮扶覆

盖面，满足老百姓“上好学”的愿望。

稳步推进公办初中提质强校行动，积

极办好“家门口的好初中”。进一步

提升“1+X”学后托管服务质量，打造

杭城小学生高品质“学后乐园”。推

进教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完善杭州

城市大脑教育应用场景建设，深度践

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优化教育

政务服务体验，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