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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幼儿教师假期集体充电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

幼儿教师通过全市第二届

幼儿园保育专业技能大赛

的形式集体“充电”。

据悉，此次大赛由宝

鸡市教育局、眉县教体局

举办，旨在以赛促教，引

导全市幼教工作者用科学

的幼教理念和过硬的专业

素养助力幼儿全面健康成

长。活动开展以来，各县

区幼儿园教师经园所、县

区层层选拔，共有 81 人晋

级市级比赛。市级比赛分

为必赛项目和选赛项目。

其中，必赛项目指的是半

日活动设计、儿童行为观

察与分析、通识知识、家

园沟通与合作四项 ；选赛

项目指的是艺术综合素

养，在音乐、舞蹈、美术、

儿童文学创编中任意抽取

一项。比赛中，81 名幼儿

教师拿出看家本领，充分

展示了我市幼儿教师过硬

的教育基本功和良好的精

神风貌。最终，经过评委

的专业评审，金台区金河

尚居幼儿园杨睿等 8 名教

师荣获个人综合奖一等

奖，陈仓区中心幼儿园白

元会等 47 名教师分获个

人综合奖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宝鸡幼儿园胡燕妮

等 50 名教师分获音乐、舞

蹈、美术、儿童行为观察

与分析、儿童文学、半日

活动设计、通识知识、家

园沟通与合作 8 个项目的

个人单项奖，陈仓区教体

局等 8 个单位荣获优秀组

织奖。

“受益匪浅。”“坚守初

心，干一行，爱一行。”“既

要有当‘好老师’的信念，

也要有当‘教育家’的追

求，全身心投入幼教事业

中。”……比赛结束后，几

位参赛选手诉说了他们的

参赛心得。

近 日，随 着 哨 音
响起，2021 年宝鸡市
中学生篮球运动会在
渭滨中学体育馆落下
帷幕，宝鸡中学斩获男
子组、女子组双冠军。

在 4 天的比赛中，
来自全市各县区的 28
支代表队 300 余名运动
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抢，
严防死守，用精彩的运
球、传球、投篮，将比赛
一次次推向高潮，赢得
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和
加油声。最终，宝鸡中学
代表队、渭滨区代表队、

眉县代表队分获男子
组前三名，宝鸡中学代
表队、渭滨区代表队、凤
翔区代表队分获女子
组前三名。据悉，宝鸡市
中学生篮球运动会由
宝鸡市教育局主办，目
前已连续举办九届。九
年来，宝鸡市中学生篮
球运动会以赛促教，用
篮球的竞技魅力，活跃
了学生的文化体育生
活，营造了学生体育锻
炼的浓厚氛围，助力我
市中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迷 彩 服、实 力 拉 歌、突 围
火 力 圈、真 人CS 实 战 …… 近
日，我市凤翔区的暑期教师学
习会因其“硬核”形式在网上刷
屏了。原来，凤翔区教体局一改
传统坐在教室讲理论的枯燥形
式，将教师培训会搬进凤翔区
紫荆山综合实践基地，推进教
师培训提质增效。

培训中，他们通过理论学习
和素质拓展相结合的方式，对教
职工进行党史教育、师德师风教
育、纪律作风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让参训教师受
益匪浅。据悉，凤翔区今年的学习
会共五期，每期 4 天，预计将培训
教师约 3000 人。凤翔区教体局相

关负责人说，他们希望此次教师
培训通过个性化、专业化的培训
形式，点燃教师的教学激情，丰富
教师的教学形式和内容，提升教
学水平和能力，助力教师队伍高
质量发展。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参赛案例获奖
本报讯 近日，从健康中国发展大会暨首届

全国护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共建共享联盟大会上

传来喜讯，宝鸡职业技术学院选送的 4项参赛

案例全部获奖，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获“优秀组织

奖”，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高职院校。

本次大会由健康中国研究发展中心主办，

旨在展示与总结“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两年来

所取得的成就，对全国高职院校医学类专业教

学资源库建设进行阶段性评价。大会吸引了来

自全国 65 所高职院校的 185 项课程思政案例

参与评选。最终，经过两轮专家评选，宝鸡职业

技术学院选送的 4 项案例全部获奖，其中教师

景兴科的预防医学课程《环境与健康》获二等

奖，教师罗冬根的中医护理学课程《中医养生

与护法治则》获三等奖，教师郭东梅的预防医

学课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教师李亚兰的

妇产科护理课程《分娩机转》获优秀奖。

第十一届中国魅力校园合唱节落幕——

我市梦之声校园合唱团获三等奖
本报讯 近日，在第十一届中国魅力校园

合唱节上，我市金台区三迪小学“梦之声”校园

合唱团荣获小学组三等奖。

此次合唱节主题是“童心向党庆百年”，由

中国合唱协会主办，上海市嘉定区委宣传部支

持承办。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大学组、教

师组四大组，吸引了全国各地层层推选的 64 支

校园合唱团参加比赛。比赛现场，三迪小学“梦

之声”校园合唱团的小学生大胆开唱，用天籁

般的美妙歌声，以及昂扬的精气神，表达了对

祖国最真诚的喜爱与祝愿，展示了我市艺术教

育的丰硕成果，赢得了现场观众与专家评委的

阵阵掌声。

“咱有手艺咱怕啥？”
——记凤县职业教育中心毕业生李帆
做过机械加工技术员，跑过运输，养过兔

子、鸵鸟，现在是蔬菜购物中心经理……这便

是李帆的多彩人生。这些精彩人生背后的底

气是“技术傍身，走遍天下也不怕”。

在普通学校就读时，李帆学习成绩不佳，

学习习惯不好，被老师和同学贴上了“问题学

生”的标签。但来到凤县职业教育中心后，李

帆却如鱼得水。平日里，他性格活泼、开朗，是

校内外文体活动中的活跃分子，备受老师和

同学喜爱。专业课上，聪明好动、思维敏捷的

他，很快便摸到了电焊技术的窍门。

中职第三年，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先后到

松上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吴江市伏特电子

等企业顶岗实习。顶岗实习过程中，勤学好

问、技术过关的李帆很快脱颖而出，赢得了同

事、领导的喜爱和多家企业抛出的“橄榄枝”。

但面对着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工作，李帆却打

起了退堂鼓。

毕业后，李帆回家搞起了家兔、鸵鸟养

殖。在养殖过程中，李帆没日没夜地忙，但依

旧损失惨重。这时，李帆才意识到，靠吃苦和

蛮干是不行的，要成功需要有知识和技术。于

是，李帆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母校——凤县职

业教育中心。最终，在学校的帮助下，他在张

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从事电焊工作。再

次干起老本行，深知技术重要性的李帆天天

追着老师傅问东问西。问完之后，他又勤学苦

练。无数次，他的皮肤被烫伤，眼睛被刺痛，

疼痛难忍，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过焊接技术的

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懈努力下，他的

焊接技术精度高、速度快，并拿到了十多个证

书。有技术、有证书，李帆从一名普工逐渐成

长为车间班长，收入自然水涨船高。 

在外人眼中，一名中职生靠着自己的技

术，在大城市独立买房买车，让人羡慕。但怀

揣自主创业梦想的李帆，并不满足现状，而是

再次开始了独立创业之路——天南海北地跑

起了运输。看着辛苦奔波的李帆，家人无奈地

说：“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这不是瞎折腾吗？”

李帆则耐心地说 ：“咱有手艺咱怕啥？创业

成功，我们可以过更好的日子。创业失败，我

再捡起我的手艺，我们的生活照样不愁。”

中职上学期间重新拾起的自信，再加上

天生的好性格和努力拼搏，李帆慢慢在运输

业中站稳了脚跟。而且，在跑运输的过程中，

他又瞅准了蔬菜超市的商机。于是，他靠着跑

运输积攒的财富和人脉，成立了“小李子蔬菜

购物中心”。

如今，他的超市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红

火。此外，他还先后在宝鸡、四川等地投资入股

3 家连锁超市。为了带动家乡经济发展，2020

年 5 月，他又在自己家乡与人合伙，投资 800

多万元建成了林麝养殖基地，带动家乡 10 多

户群众加入了林麝养殖的行业，共同致富。

未来李帆又会有什么新设想？李帆自己

也不知道。但他必定会继续敢想敢干，用他的

话说，“咱有手艺咱怕啥？”

进入暑期，教育部门提

醒，安全的假期才是快乐的

假期，家长要在做好防疫卫

生的基础上，关注孩子的身

心健康、交通安全等方面。

江苏省泰州市教育局四

级调研员赵国全建议，家长

要关注疫情实时动态，获取

权威信息，自觉做好各项防

控措施，少带孩子去人流密

集处，尽量做到“无必须不社

交”，引导孩子讲卫生，勤洗

手、勤洗澡、勤换衣，不共用

毛巾、杯子等物品，不随意用

手揉眼睛。

“假期仍要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赵国全提醒，家

长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作

息习惯，保证充足睡眠，适当

运动，控制手机、平板电脑等

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少吃

高盐、高糖、油炸、熏制食品，

少吃冰冻饮食，不暴饮暴食，

预防夏季胃肠道疾病。

对于学龄前儿童，赵国

全表示，孩子应时刻在家长

的视线与监管范围内，不把

孩子单独留在室内、车内，

不让孩子在无成年人陪同

的情况下外出活动，不让孩

子独自或结伴到马路边、水

边、建筑工地等危险区域玩

耍，家中的阳台、平台要做

好安全防护，教育孩子不向

楼下抛物，不攀爬阳台、门

窗等高处，将家中药品、刀

具等物品保管好，不让孩子

随意碰触。

“外出时，家长要和孩子

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不逗猫、

狗等动物，教育孩子熟知自

己的姓名、家庭住址、家长姓

名、单位、联系方式，不让他

人看、触摸、拍摄自己的隐私

部位，不接受陌生人的食物、

礼物。”赵国全说。

江苏省阜宁县教育局副

局长洪春雨建议，暑期往往

还是汛期，要重视儿童青少

年的防溺水教育，遇到暴雨、

雷电等天气不要出门，不捡

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

不在河边洗东西、抓动物，不

到陌生水域游泳，发现同伴

溺水，要立即寻求成年人帮

助，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

沫板、救生绳等，不能盲目手

拉手施救。

“家长、学校以及相关职

能部门还要加强协作。”洪春

雨表示，对于留守儿童、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

教育部门要通过家访、电话

等形式加强教育，相关部门

和乡镇、街道应落实联防联

控机制，联合开展校园及周

边水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在危险地段设置防溺水警示

牌和提示语。

        （据新华社）
（本版稿件、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唐晓妮采写、拍摄）

选择职业教育
成就出彩人生

家长 ：

这份暑期安全攻略请收好

凤翔教师开展硬核培训

2021年宝鸡市
中学生篮球运动会落幕

宝鸡中学斩获双冠军

沙盘游戏
助力心理教育

近日，在宝鸡市教育中
心，我市 147 名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师接受了沙盘游戏专项
培训。

此次专项培训，由团体
沙盘心理技术创始人、应用心
理学、中国心理学会科学普及
委员会沙盘学组组长于晶主
讲，培训形式是理论讲授与分
组体验相结合。理论讲述环
节，于晶用通俗易懂的话语，
讲述了沙盘游戏的沙盘心理

技术内涵及核心理念等，引导
教师们认识了沙盘游戏。分组
体验环节，于晶带领大家用沙
盘、沙子、玩具模型等玩起了
游戏，用分角色游戏的方式讲
述了沙盘游戏的操作关键和
要领。参加完培训，不少心理
健康教师表示，他们将把培训
中所学的内容运用到以后的
教学中，为学生的心灵健康保
驾护航，促进全市中小学生的
身心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