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6 版 2019年6月13日 星期四 编辑/解列 版式/李鸳 校对/颜晋舒 教育

本报讯 我市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全面育人的总方针，把艺术教育作
为提质量、增内涵的重要着力点，进行了
积极探索和系统实践，切实做到了“三坚
持、三规范”。6月4日，央视《大手牵小
手》栏目组录制走进镇江六一特别节目，
近500名镇江青少年儿童演员零距离与
鞠萍姐姐等央视著名主持人现场互动，
尽情地展示才艺，接受全国观众检阅。

坚持以艺立教，规范治教行为。我

市结合实际，制订了《镇江市学校艺术
教育考核实施细则》和《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工作的
意见》，将学校艺术教育纳入学校发展
整体规划和学校现代化建设水平督导
评估体系，形成了“市-辖市区-学校-中
心教研组”四位一体、上下联动的艺术
教育管理网络。

坚持以艺促教，规范办学行为。全
市中小学艺术教育实现“四个有”：每个

学校都有以分管校长为组长的艺术教
育领导小组；有专用的艺术教育教室和
活动场所；有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相对
稳定的艺术教师队伍；每年都有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的艺术节活动。

坚持以艺育人，规范教学行为。我
市各地各校遵循艺术教育规律和学生
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以课堂
教学为主阵地，积极实施艺术教育的课
改实验。我市出台了《镇江市初中毕业

升学艺术素质测评方案》，进一步改进
美育教学，深化学校美育改革，强化美
育育人功能，有力推动学校艺术教育工
作的健康开展。

截至目前，全市有省级艺术教育特
色学校21所，市级艺术教育特色学校65
所。在刚结束的江苏省第六届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中，我市市共获特等奖6个、一
等奖29个；市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

（唐守伦）

以艺立教 以艺促教 以艺育人

我市艺术素质教育显成效
预防溺水悲剧
筑牢安全堤坝

唐守伦

眼下全国多地陆续进入汛期，少年儿童溺水悲剧时有
发生。6 月 7 日下午，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石鼓乡4名六年级学生在河边玩耍时意外溺水死亡；6月9
日，山东即墨仨娃结伴下水，两学生游泳溺亡；同一天，广
西田林县六隆镇供央村新村部河段发现5名小学生溺水死
亡……这些噩耗令人痛心不已。

在暑假即将来临之际，做好暑期防溺水工作已成为学
校、家长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防溺水工作事关千
家万户，事关众多部门，需要大家尽心尽责，密切配合，齐抓
共管，携手做好安全教育管理、家校配合、联防联控工作，切
实降低溺水事故发生率，共同构筑保护广大中小学生平安
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

从增强防溺水安全教育的主动意识入手，消除防溺水
安全教育死角，将学生的安全教育真正落实到位，是做好防
溺水安全教育的重要保证。分析发生溺水事故的原因，孩
子们普遍对私自下水的危害性缺乏足够认识，没有掌握自
救互救技能等，都是突出问题。这就要求学校将防溺水教
育贯穿安全教育始终，坚持正面教育与警示教育相结合，从
事故中吸取教训；有必要开设游泳课，教会学生掌握预防溺
水知识和遇险逃生、自救互救技能。同时，将防溺水关口前
移，让学生知晓上下学路上的溺水隐患，主动远离危险水
域，确保防溺水教育落实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每一
名学生，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使预防溺水常识
人人尽知，不断增强孩子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避
险防灾和自救能力。

督促家长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安全教育和安全防控能
力，主动履行好监护人责任，这是切实加强学生预防溺水教
育和监管的一种有效途径。孩子的人身安全是一切教育的
基础，但在现实中，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关注较多，对安全
教育和安全防控能力关注甚少。因此，增强家长安全意识
和监护人责任意识，必须引起每一个家庭的足够重视，配合
学校共同担负起孩子防溺水教育的责任。特别是对于因外
出打工等原因长期不在学生身边的家长，更要时刻提醒他
们切实承担起学生脱离学校监管后的监督责任，要让他们
反复告诫孩子不能私自到河流、湖泊、水库、池塘等水域游
泳嬉水，坚决防止在没有大人看护的情况下私自下水玩耍，
使预防溺水意识深入人心，确保孩子离校后有人管，消除溺
水隐患，为孩子设置好呵护生命的安全屏障。

还要建立健全预防溺水协作机制，让防溺水的警钟长
鸣，共同构筑全社会防溺水的坚强防线。防溺水不能仅靠
学校“单打独斗”，防溺水工作涉及的社会各相关部门都要
积极行动起来，以对学生、对家庭、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
主动会同当地机关单位、部门建立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协调
机制，落实安全管理岗位责任，为学生设置安全屏障。

各学校既要在校园内的沟塘边设置防溺水警示牌，又
要通过教师家访等途径，摸清学生上下学途经路段的水情
特点，有针对性地提请有关部门和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在
重点水域和危险路段采取措施。各部门要深入开展自检自
查，在校园周边和学生上下学途中经过的河塘路段设置防
溺水警示牌，设立安全隔离带、防护栏，设置安全警示标牌，
落实专人巡防，不放过任何一处溺水隐患，真正形成预防学
生溺水的合力。

痛定思痛犹未晚。呵护学生生命就要避免学生溺水悲
剧再度上演，保护中小学生
过一个安全愉快的假期，这
不仅是每一个家庭期待的，
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丹阳市全面构筑
学校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公安厅、教育厅联合召开全省校园安
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丹阳市教育局在主会场作了题为《统筹推
进 标本兼治 全面构筑学校安全“防火墙”》的经验交流。丹阳
市扎实开展“学校警务室标准化”建设、校车运营、校园及周边环
境综合治理等工作得到了与会领导、专家的充分肯定。

近年来，丹阳市教育局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意
识，认真落实上级部门关于校园安全工作要求，坚持统筹推进、
标本兼治，全面构筑学校安全“防火墙”，提前实现公安部门确立
的学校安全防范三个“百分百”目标。2018年，丹阳市被评为“江
苏省平安校园建设示范市”。

安保队伍坚持专职化、专业性。加强学校安全领导，做到
“一把手”亲自主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安保处室系统抓。编印丹
阳市《校园安全应知应会读本》《安全应急处置简明手册》，对全
市学校安保干部和教职工进行系统培训。由政府主导，每年投
入近 2000万元，采用外包形式从保安公司购买服务。目前，丹
阳全市共有专职保安356名，确保每校至少配备2名，确保24小
时有人值守、封闭式管理，确保上下学时段统一规范着装、持械
执勤。每年暑期组织不少于5天的专职保安体能、技能训练，考
核合格发放上岗证。

安全技防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丹阳全市学校校门口安装
高清视频图像采集装置 138个，全面接入公安局实战应用平台
和教育局实时监控平台，实现动态、全程监控。统一采购、配备
学校警务室一键报警装置，依托可视对讲型报警主机，与110保
持24小时畅通，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理。该市所有幼儿园
均配置门禁系统，实现幼儿接送无缝对接。

基础设施保证标准化、规范化。在财政累计投入专项资金
10多亿元、全面完成806栋共100余万平方米校舍改造消险任务
的基础上，从 2017年起，将“学校警务室标准化”建设列为丹阳
市政府重点项目，实现外观标识、安防器械、警务公开、工作制
度、基础台账“五个统一”。同时，学校周边交通安全警示标志规
范齐全；校门口硬质防冲撞等设施建设到位；校内应急疏散标
志、应急照明装置、消防器械等配齐配足。

与此同时，教育部门还编印《丹阳市中小学生安全教育读
本》，将生命安全教育纳入课程计划，确保课时、教师、教材、活
动、考核“五到位”。与公安、消防、交通等部门合作，在该市省级
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开辟禁毒馆、交通安全馆、地震体验馆等
主题教育场馆，进一步拓展安全教育阵地。采取“镇村公交+专
用校车”运营模式，每年投入2300余万元，开通132条运营线路，
满足农村 7000余名学生安全上下学接送需求。大力实施学校
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创成镇江市“A级食堂”90家，所有学校
全面达成“明厨亮灶”标准，切实把学校建成最安全、最阳光的地
方，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丹阳教育。 （袁军辉 束洪涛）

教育时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省句容中专校获一等奖

本报讯 近日，全国职业院校手工制茶大赛在
五峰县闭幕，来自全国22个省的100名中职院校手
工制茶能手同场竞技。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钟一鸣荣获一等奖、谢萱荣获三等奖。

近年来，该校高度重视学生技能大赛，通过大
力宣传营造竞赛氛围，完善技能大赛制度等措施，
不断增强师生技能竞赛意识、提高师生参赛竞赛
积极性，促进了学生形成主动学习专业技能知识
的良好局面。同时，技能大赛对学校教育教学改
革、人才培养方案优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
面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发挥了以赛促教、强
化技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作用。

（孔繁平 杨晓旭）

监管校外培训机构
丹阳市打好组合拳

本报讯 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初
步成效以来，丹阳市根据上级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
的规范要求，进一步总结成功经验，从构建校外培
训机构监管的制度入手，采取多种方式，始终保持
对培训机构监管常抓不懈的态势。

成员不变，强化持续监管。丹阳全市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为保持常态化监管，该
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自然过渡
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十二个镇
（区、街道）的执法小组保留。切实做到管理机构不
撤，成员单位不变，执法人员不减，保持了长效管理
机制的一贯性和延续性。

建章立制，强化制度监管。针对校外培训机构，
今年上半年，丹阳市出台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考核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将校外培训机构
的考核量化、制度化。为发挥乡镇社会监督员的作
用，下发了《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社会
监督工作的通知》文件，明确社会监督员的职责、监
管内容，各乡镇一月一汇总，做到了解动态，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

学习培训，强化规范监管。利用年检工作会议，
邀请市检察院检察官作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讲座，
安保专家作安全保护知识培训；利用校外培训机构
QQ群、微信群等载体，上传上级的规范性文件便于
举办者了解政策要求；将机构公示内容、宣传单页
等场景上传微信，及时点评，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让举办者能相互学习借鉴，不断提高规范水平。

巩固成效，强化常态监管。为保持对校外培训
机构的常态监管，做到监管与乡镇考核相结合，将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纳入对乡镇目标责任状考
核体系之中；监管与年检相结合，与举报相结合，与
抽查相结合，与重点检查相结合。寒假期间，丹阳市
检查了50余家机构，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反弹现象。
春季开学后，抽查了30余家机构，重点检查国学机
构是否违规。四月份重点排查安全隐患，五六月重
点进行回头看，共检查机构 100余家，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均责令整改，始终保持监管的常态化态
势。 （袁军辉 钟文华）

京口中小学生文艺汇演开幕
本报讯 6月 12日，2019年京口区中小学生文

艺汇演在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礼堂拉开帷幕，音
乐声、欢笑声汇聚在一起。

本次汇演中，全区中小学展示了管乐、民乐、合
唱、戏曲和舞蹈等节目，是京口区素质教育成果的
一次集中性展示。

汇演紧接地气。杜鹃花是镇江市花，敏成小
学七色光民乐团的同学用优美的旋律歌颂花儿、
赞美家乡；八叉巷小学的《梨花又开放》富有江南

“味道”；镇江市实验小学是民族实验小学，该校的
管乐合奏新疆民歌《青春舞曲》热烈奔放，极具民
族风情。

汇演有情、有景、有趣。八叉巷小学陶笛小合
奏《游子吟》，歌颂亲情；恒顺实验小学的合唱《风
吹麦浪》，以歌声描绘此时此刻的田园风光；茶杯
不仅仅可以用来喝水，还可以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江苏大学附属小学的同学们用茶杯进行表演唱

《小宝贝》。
中山路小学、红旗小学的管乐合奏《扬帆起航》

《力量序曲》诠释了如旭日东升的童年、如大江波涛
的力量。

文艺，在潜移默化中育人，在立德树人的过程
中，如默默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少年儿童的心田。京
口中学、京口区实验小学、桃花坞小学、谏壁中心小
学、香江花城小学、江滨实验小学、江科大附属小学
和学府路小学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谢峰）

体验学校生活
今年学前教育宣传

月的主题是“科学做好入
学准备”。句容市各幼儿
园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丰
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全社
会尊重幼儿发展规律和
学习特点。图为边城中
心幼儿园组织大班的孩
子们走进边城中心小学
开展体验活动。

孙叶 组宣 摄影报道

青春期关爱教育
日前，镇江高专卫生护理学院小蜜蜂卫教社团来到江科大附中，

小蜜蜂社团的哥哥姐姐们为附中七、八年级学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青春期性教育。男女生同堂的性教育使同学们学会重视、尊重、
爱护自己，也学会认识、尊重、爱护对方，“自然、自信、健康长大”的祝
愿深深地留在每个人的青春记忆里。 王欣 倪欣 摄影报道

我要上小学啦
6月11日，句容市袁巷中心幼儿园组织大班

幼儿到袁巷中心小学参观学习。活动激发了幼儿
对小学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为幼小衔接上了最直
观、最生动的一课。接下来，幼儿园将邀请一年级
学生回园分享，和大班幼儿亲密互动，解答疑惑。

尹楠 摄影报道

狂犬病防治讲座
近日，市八叉巷小学邀请市

第三人民医院医务工作者姚雅
极走进校园，开展少年儿童普及
预防狂犬病知识讲座。通过此
次健康讲座活动，让师生们了解
了狂犬病的相关防治知识，积极
配合学校做好狂犬病的预防控
制工作。

张风雷 王昌兰 摄影报道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近日，丹阳市南门幼儿园开展“陪伴是送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庆六一暨家长半日开放
活动，让家长更多地了解孩子在幼儿园一日
活动情况，增进亲子、家园感情，提升教育合
力。 潘新华 摄影报道

“故事里的童年”
近日，扬中市西来桥中

心幼儿园举办“故事里的童
年”亲子阅读绘画展，品味
书香、浸润童心。

亲子陪伴，多元表征，
每个作品都是孩子们成长
的记录。画展为孩子们提
供了一个自信展示自我的
舞台，让大家感受到孩子们
的 成 长 充 满 着 阳 光 与 活
力。 张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