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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玲玲

一个戴眼镜的女生气定神闲，寥

寥几笔便勾勒出莲花的婀娜姿态；而

在她左手边，执笔挥毫的男生正写下

第二行大字。整个书画室里翰墨飘

香、落针可闻……在随后的论坛分享

环节，衢州市柯城区鹿鸣小学副校长

曾亚红介绍，该校共腾出20余间专项

场馆用于课后服务，并据此衍生出“航

空航天”“快乐阅读”“智鹿编程”等一

系列场馆课程。

不仅是“看一看”“听一听”，更要

“比一比”“学一学”。10月22日下午，

衢州将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深化课后服

务工作互看互学现场会设在了鹿鸣小

学。1场主论坛、6场分论坛、30个课

后服务“金点子”项目，各地各校的创

新举措在这个下午得到了集中展示。

“课后服务涉及时间、内容、渠道、

方式等诸多维度，任何一个细节的变

动都可能导致整体排布的不同。”衢州

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施燕红说，大

课还是小课、多主体授课时的先后顺

序、如何错峰错时、怎样分层分类、校

区间如何轮转等都是变量，“这样的排

列组合可以五花八门，达成的效果也

会大相径庭”。

拓两头，巧轮转
向托管时段要最大效能

因为学区覆盖范围较广，不少离

校远的学生提前半小时甚至一小时

便被家长送到了学校，常山县天马第

二中心小学的课前看护服务便应需

而生。而作为“重头戏”的学后晚托，

作息时间更是几经修改，仅课间活动

就经历了从15分钟到20分钟再到半

小时的“扩容”。“要在动态调整中寻

找最适合学生的时段配比。”校长张

身贵说。

当前，衢州大多数学校都采取“三

段式”课后服务，以涵盖作业管理、体

艺活动和兴趣拓展，但具体到时间怎

么安排、课程怎么设置、顺序怎么排布

等细节，却考验着学校的教育智慧。

江山市城南小学除了采用长短课相结

合的方式分别设置蓝色、绿色和橙色

时光及推出个性定制的七彩时光外，

还会根据学生需要灵活调配时间，如

为校足球队的学生安排晚餐和晚训，

让他们先参与课后服务，再心无旁骛

地训练。开化县实验小学则推出“单

周双周循环模式”，单周时先开展基础

性托管、再开展拓展性托管，双周时则

前后调换，以微小改变为教师争取到

相对灵活的下班时间。

“我们把体育锻炼时间分为集体

活动、班级活动两部分，其中班级活

动时间为15～25分钟，既有跳绳、仰

卧起坐等常规运动项目，也有跳房

子、滚铁环等传统体育游戏。”衢州市

衢江区第二小学校长叶章召分享道，

为用好有限的运动场地，该校分低、

中、高3个学段错时锻炼，同时设置

A、B两条游园体育锻炼线路，将每学

段两个年级安排在不同的运动场

馆。“我们在每个年级区域排定了具

体的游戏项目位置，按项目认位置定

班级，还列出具体的轮换表，按日期

依班级换项目循环。”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则带来

了流动少年宫在集团内部各校区间轮

转的经验。为丰富拓展课程、减轻教

师压力，该校引入团市委、青少年宫

“红领巾助力5+2”公益服务项目，每

周三、四、五分别在菱湖校区、新湖校

区和悦溪校区，轮流对一个年级提供

拓展服务。“这种校区轮转模式对教共

体学校、片区内学校也同样适用。”有

教师轻声对记者感叹。

“在前期排摸中发现我校有留守

儿童165人，家长普遍反映周末照顾

孩子难，活动场所也很缺乏。”龙游县

溪口小学地处龙南山区，家长外出打

工谋生的很多，周末照管孩子有现实

困难。副校长吴敏飞介绍，该校自加

压力增设周末托管服务。“每周六上午

是‘金兰驿站’活动时间，由党员教师

牵头成立志愿者队伍，为学生开展课

外阅读、体育活动和科技小制作等活

动课程。”吴敏飞说，周六、周日下午则

由龙游县少体校指定青训战略合作机

构开展专业的篮球培训活动。

快乐玩，轻松学
最好的“补习班”就在身边

“课后服务做得好，学生就留在学

校；课后服务做不好，家长还是会另找

门路。”衢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季根寿在会上强调，课后服务是检验

教育生态的试金石，不仅面上要有标

准、线上要成体系，点上更要抓特色、

创品牌。

“在新形势下，要关注所有的孩

子，让他们能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

认真完成作业，做好课后巩固，发展

思维，提高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开

化县第二初级中学校长鲍军伟坚信

学校才是学习主阵地，要通过“目标

分层教学案”来推进学为中心的课

堂，加快课堂教学与评价转型，为课

后服务腾挪出更多空间和可能。为

此，该校还设立了“作业超市”，涵盖

常规习题、应用研究、个人作业、小组

作业、跨学科作业等，甚至还有学生

自己设计的作业，让学生找到最适合

自己学情的作业内容。

不只是作业，如果把整个校园比

作一个育人综合体，那么散落在校园

各处的草木与建筑都可以是课后服务

的生动载体。怎样用好用活校内静态

学习场所和动态学习空间，创设符合

个体学习特质的多维学习时空，龙游

阳光小学有自己的“解法”。“我校科技

馆里地震体验馆、天文馆、恐龙馆、环

幕影院等一应俱全，是开展课后服务

的重要阵地。”副校长周伟军介绍。边

学习科技馆体验课程边玩耍，这里是

学生们放学后的“欢乐谷”，也是他们

博闻广识的“知识源”。

“丰富课后服务，不能单靠老师的

努力，渠道、资源也很重要，有了资源，

怎么整合利用更加重要。”施燕红的话

道出了与会人员共同的心声。因为地

处皇后故里、状元之乡的全旺镇，衢州

市衢江区全旺镇中心小学就“打破围

墙”，把“一个镇”变成“一堂课”，在课

后服务时段推出“故乡浅语”“导游素

养”“板龙”“瓷艺”等乡韵文化特色课

程。开化县华埠镇中心小学也倡导要

发挥好地处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集

结地的区位优势，积极走出校园拓展

德育实践类课程。 （下转第2版）

本报讯（通讯员 钱 青）“现在

我学习很轻松，还经常帮爷爷干

活。”10月25日，在天台县雷峰乡中

心小学操场，留守儿童小丁向学校党

支部书记、校长庞卫钦说起学习和生

活上的进步，两人相视而笑。

天台是浙江山区26县之一，60

万人中有20万在外经商务工，留守

儿童数量偏多。今年7月，天台县教

育局在全县学校开展“温暖有约，幸

福同行”党支部结对帮扶行动，摸排

出103名“特殊学生”。这些学生，有

的父母双亡，有的甚至爷爷奶奶都不

在人世，他们缺乏爱，缺乏关怀，缺

乏家的温暖。

天台县组织全县教育系统103

个党支部与这些“特殊学生”一对一

结对帮扶，通过生活关怀、学业辅

导、心理疏导、安全教育等形式，改

善孩子的成长环境，形成“学业有

教、生活有助、健康有保、安全有护”

的高质量长效结对帮扶格局。

雷峰乡中心小学摸排出4名与

小丁情况相似的“特殊学生”，校方

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党员组团帮

扶。小林是二年级学生，少先队辅导

员蒋琼媚是他的帮扶教师之一。因

为成长于单亲家庭，小林性格比较孤

僻。除了开展课业辅导，蒋琼媚每周

都会和小林谈心交流，并定期拿出自

己的手机让小林和爸爸视频聊天。

小婷是天台实验中学初一学生，

父亲去世，母亲改嫁，跟着爷爷奶奶

一起生活。新学期开始，学校文科党

支部与小婷结了对，不仅免除其就餐

费、校服费和课后服务费，还在学习

和生活上给予她更多关爱。该校校

长、文科党支部书记陈再江说，开展

党支部一对一结对帮扶以来，党员教

师都主动认领，在学业、德育、交友

等方面给予学生全方位指导，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好

地成人成才。

为了让困境学生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成才圆梦，天台县还积极落实

资助政策，投资3000万元建成“爱心

家园”，组建天合爱心志愿者服务

队，向社会各界招募176名爱心人士

担任代理家长，到“爱心家园”开展

常态化志愿服务陪伴活动，营造家的

温馨，让困境学生有地方住、吃得

饱、穿得暖、有人管。截至目前，共

有62名困境学生在“爱心家园”度过

快乐时光，其中34个孩子已离园踏

上美好的人生道路。此外，天台县还

成立教育基金会，统筹开展困难家庭

学生资助工作，确保应助尽助、不漏

一人，针对A、B档困难儿童推出专

项教育资助金，每月分别补助 160

元、80元，共发放2194.74万元，受益

学生达27860人次；连续开展“暖冬”

行动，为山区学子赠送垫被、棉被，

受益学生达21233人次；为山区学子

开展课后托管服务兜底保障，7所山

区学校的480名学生全部免费参加

托管。

“用组织的力量温暖孤单孩子的

心灵，接下来，我们将发动更多的社

会乡贤和爱心人士，集聚更多的力

量，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让

这些孩子走得更好更远！”天台县副

县长娄宇飞说。

台州学院将
反诈列入必修课

本报讯（通讯员 陈 栋 杨灵叶）“银行卡一张可卖

1000元，你会不会心动？学姐介绍兼职刷单，日入上千，

你想不想做？”近日，临海市公安局大洋派出所防范宣传

员徐扬益走进台州学院临海校区，为大学生们上了一堂

防电信网络诈骗课。按照学校规定，这是该校学生人人

必须通过的“必修课”。

据警方透露，长期以来，由于大学生群体缺乏社会经

验和辨别能力，高校逐渐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灾区。

为提高大学生的反诈防骗意识，今年3月，大洋派出所联

合台州学院临海校区开设电信网络诈骗防范课程，选取

3名能力突出、宣讲经验丰富的大洋防范宣讲团成员担

任“防范讲师”。

课程一周4节课，以院系为单位，由防范讲师每周三

轮流向5个学院学生传授反诈知识和技巧。对大学生常

见的刷单返利类、游戏交易类等4类电诈警情，防范讲师

通过大量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分析电信诈骗的特点及

防范措施。

为检验反诈学习成效，在学校的支持下，防范宣传员

还定期组织学生进行摸底考试。考试以闭卷的形式开

展，涉及选择题、判断题、问答题等多种题型。反诈考试

成绩60分为合格分。对于考试不合格的学生，学校将组

织补考，确保人人过关，切实增强学生防骗意识。据初步

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有2000余名台州大学生参加防诈

骗考试，合格率为100%。

课后服务可以有多少种排列组合？
衢州互看互学现场会点燃“头脑风暴”

天台：用组织的力量温暖困境学生

东阳：党史情景剧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施红峰）10月27日，东阳市党史

学习教育、党史情景剧进校园启动仪式在东阳市外国语

学校举行，370多名高一年级师生观看了本土烈士题材

红色舞台情景剧《北伐名将金佛庄》。

《北伐名将金佛庄》由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师生原

创，根据金佛庄的事迹节点，共分“弃笔从戎、建壬戌社、

加入中共、创建黄埔、壮烈可风”五幕，塑造了金佛庄“革

命信仰高于天”的生动形象。

“金佛庄是横店名人，是红色教育最好的本土教材，对

学生接受党史学习教育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横店影视

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教师、该剧导演向成龙说，早在

2019年，横店影视学院党委就深入挖掘横店红色文化资

源，筹备创作《北伐名将金佛庄》。从最初的构思开始，向

成龙与学生们广泛查阅收集、深入挖掘金佛庄相关史料，

向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请教，寻访多处遗迹、观看纪录

片，边学习边思考边创作，体悟金佛庄的精神，四易其稿

完成剧本。在排练过程中，30余名参演人员反复琢磨、

推敲，力求呈现最佳舞台效果。

“每一次排练，我和学生们都对金佛庄烈士有更深的

认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用青春、热

血乃至生命换来的！”饰演金佛庄的青年教师陈赫说，每

次表演，他都极其用心，怀着崇敬去呈现一位满腔热血只

为救国的英雄形象。

东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顾在响表示，东阳市开

展党史情景剧进校园活动是“四史”进校园活动的深化和

拓展，以此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学

习党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10月26日，德清县三合中心学校组织教师和
校车司机一起对校车进行防疫消杀，并为每辆校
车配备体温检测仪、消毒喷雾器、消毒液、橡胶手
套、应急药品及备用口罩等防疫物资，全力做好校
车运行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通讯员 王 正 摄）

筑牢防疫筑牢防疫““校车关校车关””

建德“安居计划”
关爱偏远学校教师

本报讯（通讯员 郑锦杰）“这里生活娱乐等设施一

应俱全，真是太方便了。”新学期，建德市三河小学教师

章婷告别了简陋的“宿舍”，搬进了学校为青年教师量身

定制的宽敞舒适的“新居”。

三河小学位于建德市的东南角，是建德市最偏远

的农村学校之一。目前在职教师13名，其中外地教师

占比39%，青年教师占比高达84.6%。学校的住宿和

生活条件相对落后，教师生活极不便利。

据悉，“双减”工作开展以来，建德市教育局聚焦晚

托后教师们迟迟不能回家的难点、堵点问题，积极争取

资源，推进“安居计划”，为住校、住园的教师打造一个

温暖的“家”。该市全年共投入159万元，完成三河小

学等4所学校69位教师的宿舍改造行动，改造公寓约

4800平方米，实行宾馆式管理，拎包入住，24小时热

水，家电齐全，还设有共享厨房、共享健身房、谈心室等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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