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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区一美术教师：

把老物件变成机器人
启发学生发现身边美

本报讯 在旧货市场淘来的木

工工具、旧收音机，捡拾的射灯、水

杯盖，家里不用的水龙头、开关等，

经金台区职业教育中心美术教师

黄志国的创意加工，变成了让人称

奇的“机器人”、卡通人物等装饰作

品，变废为宝让看似无用的老物件

有了新功能。

8 月 20 日，记者在黄志国的

画室看到，房间里堆放了许多木

工使用的刨子、墨斗、锤子，以及废

旧的收音机、电视机、灯等。桌子上

摆放着他利用此类老物件创作的

各种“机器人”、卡通人物等装饰作

品，充满了童趣。经过他的巧妙构

思，这些原本被淘汰或者损坏的物

品，被他赋予了新的生命，以另一

种崭新的形式出现。

在黄志国创作的作品中，一个

近一米高的“机器人”引人注目，其

头部用的是黑白电视机，身子用的

是旧收音机和旧电脑主板，整个作

品充满了电子风特点。“这 30 多件

作品是我在暑假里创作的。这些废

旧物品大部分被当作垃圾丢弃了，

或者被回收了，我买回来通过再创

作，能留存住那个时代的记忆。”黄

志国说，职业学校培养学生动手操

作能力，努力使之成为大国工匠，

通过自己的创作能给学生提供一

个学习的方向，培养学生勤俭节约

的好习惯，启发学生善于发现身边

的美，动手创造美。

  本报记者 马庆昆

我市招募10名银龄讲学教师
本报讯 近日，宝鸡市教育局

发布《2021 年宝鸡市银龄讲学计

划教师招募公告》。公告指出，我市

今年计划招募 10 名银龄讲学教师

到农村学校讲学。

近年来，市教育局按照中省市

要求，积极贯彻落实银龄讲学计

划，招募有意愿的优秀退休教师投

身农村教育教学工作，提升农村

学校的教育水平，促进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今年，我市继续实施银

铃讲学计划，共计招募银龄讲学

教师 10 人，其中麟游县 4 人、千阳

县 4 人、眉县 2 人。凡我市退休教

师，年龄不超过 65 岁，具有中级及

以上职称，特别是校长教研员、特

级教师、骨干教师等均可申报。申

报成功后，银龄讲学教师可根据自

己的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

主的讲学活动，也可根据受援学校

教育教学需求进行听课评课、专题

讲座，开设公开课、研讨课，指导青

年教师、协助学校做好教学管理和

开展教学研究等，发挥示范和辐射

作用，带动提升受援学校教育教学

和管理水平。银龄讲学教师服务期

间人事关系、原享受的退休待遇不

变。中央财政还安排了银龄讲学教

师财政专项工作经费，标准为每人

每学年 2万元。

据悉，此次招募银龄讲学教师

的学校分别是麟游县崔木镇河西

小学、丈八镇中心小学、招贤镇阁

头寺小学、九成宫初级中学，千阳

县张家塬镇中心小学、水沟镇中心

小学、水沟镇柿沟小学、草碧镇中

心小学，眉县第一小学和眉县城关

二中。

学史力行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市教育局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纪实

“尊敬的家长您好，如果您还

在为孩子上学的费用发愁，那么这

封信可以帮您了解政策、解决困

难……”几乎每年新学年开学之

际，市教育局总会给全市中小学生

家长写这样一封信，事无巨细地介

绍各类资助政策。

“我们希望更多人看到这封

信，希望困难再也挡不住学生求学

的路。”宝鸡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说。

小南便是这封信的受益者。

“我是石油中学的学生小南。今年

被西安工程大学录取了。我们家遇

到一些困难，但我们没有低保证

明，也不是建档立卡户，我可以申

请贷款吗？”7 月 20 日，小南拿

着这封信，敲开了金台区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的大门。

金台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杨晨接待了小南，并实际走访了小南

的家。在走访中，杨晨一行看到了小

南的困境。小南家位于金台区十里铺

街道，五年前父亲病逝，两年前母亲

确诊癌症晚期。现在，大姐、二姐的生

活并不宽裕，还要负担母亲的化疗

费。三姐与哥哥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高中辍学打工，目前仅能维持自己

的生计。于是，宝鸡市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和金台区教体局按照“应助尽

助”的原则，快速行动，给小南提供了

6000 元高等教育入学救助金。

类似小南这种困难学生受到资

助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个数据便是

明证，仅今年上半年，市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拨付学生资助资金 6406.21

万元，惠及学生9.5万人次。

全省第十一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评奖活动结果揭晓——

我市126件学生作品获奖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第十一

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评奖

活动结果揭晓。我市 126 件中小

学生作品分获金、银、铜奖和优秀

奖，40 名辅导教师荣获“园丁奖”，

宝鸡市教育学会、眉县第一小学、

太白县咀头小学3个单位荣获“组

织奖”。

本次活动由陕西省宋庆龄基

金会和陕西省发明协会共同主办，

旨在培养少年儿童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从小爱

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活动启动

后，我市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大胆

创新，创作出了不少富有创意和科

技含量的好作品。作品涉及智能交

通、智能家居、农业生产、环境治理

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示了宝鸡青少

年善于动脑、勤于动手、学以致用、

学用结合、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最终，经专家评审，我市 126 件作

品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16 个、银奖

44 个、铜奖 56 个、优秀奖 10 个。

其中，眉县第一小学学生张睿妤的

《节水洗手盆》等 12 件作品获“发

明作品奖”金奖，千阳县南寨初级

中学学生李昆的作品《简易十字交

通路况标识》获“创意作品奖”金

奖，渭滨区孔家庄中心小学学生杨

修齐、李钰晨的作品《安全保障侦

查机器人》获“人工智能（编程）作

品奖”金奖，渭滨区金陵小学学生

李双欣蕊的《城市健康防疫系统》

等 2 件作品获“科技绘画作品奖”

金奖。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中小学

科技教育，联合市科协、市科技局

等部门连年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科技之春”宣传月等活动，

全方位提高青少年科技素质，推动

青少年科技活动蓬勃开展，在全社

会营造了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的良

好氛围，也让更多孩子从小树立了

科学梦想、锤炼了创新精神。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唐晓妮采写）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一座座新建学校拔地而起，一项项课后延时服务措施巧解“四点半”难题，一个个困境学生得到
爱心资助……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宝鸡市教育局立足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学党史、见行动中推动宝鸡教育高质量发展。

13.5 亿元，这个数字是我市近

五年来的教育投入经费。这些“真金

白银”改写了我市农村校园“黑屋

子、土房子”的历史，改写了偏远山

区孩子信息闭塞的历史，助力我市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我们不妨通过黑板的故事，看

一看教育均衡的新变化。上世纪 90

年代，文娟丽成了陇县固关镇一村

的小学教师。她记得，自己当时用的

黑板是几块涂了黑色的木板拼凑而

成的木架子。上课板书时，黑板不是

摇摇晃晃，就是咯吱咯吱响个不停。

因为年久失修，木黑板拼接处开裂，

加上多处掉漆，黑板上出现了不少

白色的缝，以至于“土”字经常被学

生看成“王”字。进入新世纪后，黑板

先后变成了毛玻璃黑板、电子白板。

这两年，陇县中小学再次转型升级，

黑板变成了液晶触摸式一体机。上

课时，教师轻轻一点，国内外的海量

教育资源便可出现在学生眼前。

如今，类似黑板这样的巨变还

有很多。这一个个巨变恰似一个个

音符，汇聚在一起，奏响了我市教育

均衡发展的交响曲。可见的是，我市

规划总投资 55.14 亿元，实施市级

重大教育项目47个，增加学位7.14

万个，有效缓解了城区学校入学难

和大班额难题，积极回应教育领域

群众关切的“急难愁盼”问题。不可

见的是，我市教育人在增加学位供

给的基础上，通过公办民办学校同

步招生、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统筹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

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式，构建高质

量教育体系。

你以为这就是终点吗？答案

是否定的。这不，我市教育人又开

启了新征程。明证便是，我市在全

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全覆盖、省

级“双高双普”县加快创建的基础

上，自今年 3 月起，又吹响了向更

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进军的集结

号——开展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县创建工作。

自今年春季开学以来，我市

在全市开展课后延时服务活动。

为此，每天下午 4:30 放学后，我

市中小学校园里便热闹了起来。

在宝鸡实验小学，学生们有

的在校园图书馆内随意翻看着自

己喜欢的绘本，有的在手工教室

里学习着折纸、剪纸等手工艺，有

的则在创客教室发挥着自己的奇

思妙想。

在金台区三迪小学，学生们

有的在绿茵场上奔跑、踢球 ；有的

抱着篮球，玩得不亦乐乎 ；有的则

抡起绳子，玩起了花样跳绳。

在宝鸡高新区高新小学，学生

们有的在教室里自主学习，老师则

在一边陪伴；有的则在老师带领

下学习着围棋、书法等趣味知识。

说起课后延时服务，家长们

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学生家

长李浩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

前，他和妻子无暇接送孩子，只能

把孩子送到托管班。托管班每月

的费用是 1000 元，一年就是 8000

元至 9000 元，而学校的课后延时

服务费是 3 元/ 课时。这样一学

年满打满算也就 1200 元，一下子

减轻了不少负担。

“何止是一点负担，是非常

多。”学生家长李康如是说。他说，

足球、篮球、机器人、轮滑……这

些兴趣班如果各报一个，那费用

算都不敢算，但在课后延时服务

项目中，学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喜

好选报项目。而且，学校的课后服

务是菜单式服务，只要学生“点

单”，学校还会根据学生的需求调

整或增加服务项目。

“感谢课后延时服务，让我们

的亲子关系更融洽。”学生家长王

芳丽打趣地说，“以前，不写作业

的时候，我们家是母慈子孝，但一

写作业，家里绝对是鸡飞狗跳。现

在有了课后延时服务，孩子在学

校里完成了所有作业。我们的亲

子关系因此变得格外融洽。”

“黑云压城城欲摧，作业压人

人悲催。”“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

业。”……这是学生吐槽作业多的

段子。这些看似无厘头的段子背后

是学生对作业过多的反感和反对。

看到学生的吐槽，不少教师

委屈地说：“我们也不想天天批

五六十本作业。但不布置作业，成

绩下降了怎么办？”

“天天熬夜，天天写不完。写作

业不是脑力活吗，怎么现在变成了

体力活？”不少家长不满地说道。

说起作业，学生、教师反对，家

长也颇有意见。归根结底，其实是

重复作业、反复训练惹的祸。

为此，我市借着上海教科院关

于提升中小学作业设计质量的实

践研究“东风”，吹响了“作业革命”

的冲锋号。 

宝鸡高新一中便是冲锋号的

响应者。“自 2014 年办学以来，我们

一直倡导的是不加课、不熬夜，质

量稳步提升。‘作业革命’与我们的

做法不谋而合。而且，‘作业革命’

背后是上海教科院的专家团队。

我们以后是如虎添翼，可以走得更

快、更远。”高新一中校长吴文博解

释道。

问起“作业革命”是否可行？

吴文博回答说：“我们学校是一所

民办学校，还托管着一所城乡接合

部薄弱学校。社会认可是我们学校

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果‘作业革命’

不可行，那我们早就被市场淘汰

了。现实是，我们学校的规模不断

扩大，社会满意度在不断提升。”

今年，我市教育部门还命名了

高新一中等 75所学校为我市首批

“作业革命”示范校，并首批成立了

10个学科指导专家团队……

“这 75 所‘作业革命’示范校

和10个专家团队就是我市‘作业革

命’的星星之火。未来三年，这些星

星之火将以燎原之势，带动我市更

多学校转变作业理念，让作业数量

减下去、作业形式活起来、作业质

量提上去，真正减轻学生过重课业

负担。”宝鸡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解

释说。

聚焦教育均衡难题——

开启优质均衡新征程

聚焦“四点半”难题——

课后延时服务受欢迎

聚焦作业过多问题——

吹响作业革命冲锋号

聚焦学生辍学问题——

爱心资助温暖困难生

学生在课后学习棒垒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