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小长假刚结束，恢复上课
的第一天，福山初级中学的学生们
如期交上了令罗春兰满意的作品。
手工画、素描、彩铅、油画……学生
们的爱国主题绘画作品形式多样、
内容创意十足。

该校初二学生李颜的画作以
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党旗为背景，以
高铁、飞机、火箭、卫星、宇航员等
为主要元素，展现新中国的科技成
就。“我们国家在科技领域取得了
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我想把这些

成果画出来。”李颜说，绘画过程
虽然短，但绘画前查阅资料的过
程，让她对国家历史、科技成就有
了更多了解。

李颜同班同学陈怡的作品与众
不同：手工制作的地图，用黑豆“描
绘”边界线，大米、红豆、薏米等五谷
杂粮作为填充物，间隔填充于各省
区域内。“地理课上讲，我们的国家
以农耕为主，所以我用各种农作物
来表现我心中的祖国。”陈怡说。

在陈怡的教室里，教室后方开

辟的“祖国在我心中”专区十分醒
目,专区内张贴着5幅绘制完好的中
国地图。陈怡的另一幅中国地图绘
画就在其中，她用彩色笔画出地图，
还描摹出大熊猫和向日葵。“大熊猫
是国宝，是中国的标志，地图底部画
的向日葵代表我们，向着阳光生
长。”陈怡说。

“讲爱国，首先要了解我们的祖
国，让中国地图完整无误呈现在学
生心中，可以增进对祖国的认识和
认同感。”陈怡的班主任兼地理老师

雷艳丽说，目前该校初二年级的学
生们正在上中国地理课程，讲到中
国34个省市区的分布。她鼓励学生
在听课的基础上，动手绘图。

“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强行给学
生灌输知识，而是给一个主题，让学
生们自己选内容，动手动脑找材料，
去了解、认识国家。”福山初级中学
相关负责人廖定海介绍，10月以来，
中午、晚间校园广播都会播放爱国
歌曲，营造爱国氛围，潜移默化地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

手绘地图 增进对祖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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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校园掀起爱国主义教育热潮

把爱国情怀深植在孩子们心中

除了唱歌、绘画等常见的爱国
主题教育方式，时下流行的航拍、录
制小视频也成了海南澄迈思源实验
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选择。

“造型很有创意，点赞”“祝愿祖
国越来越强大……”这些天，澄迈思
源实验学校八年级（1）班的王芯在
QQ空间中转发的一段小视频，得到
了众多同学朋友的评论、转发。视
频的内容是航拍镜头之下，该校
2600名师生在操场上摆出“中国”

“70”字样以及一颗爱心，配合着歌

曲《我爱你中国》，表白祖国。王芯
和她的同班同学穿着校服，摆成

“国”字，而老师们则穿着红色服装，
摆成爱心。

澄迈思源实验学校这段视频发
布以来，收到了许多网友点赞。“全
体师生都参与，每个人都有一个位
置。当他站在相应位置上，就代表
着相应的意义，也有不同的体悟。”
澄迈思源实验学校校长唐铭说，澄
迈思源实验学校是一所教育扶贫移
民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的学生来

自远离县城的农村贫困地区。“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一是为了引领
这些农村小孩融入城市生活中，二
是‘00后’的小孩相较于‘70后’‘80
后’，接受爱国教育较少，爱国的概
念模糊，需要开展这样的活动对他
们加强教育。”

进校9年的数学老师黄汝表达
了同样的看法。“学生们很多是留守
儿童，也有些是单亲家庭，对家庭概
念单薄，更难说有国家的概念，在这
次活动之前，很多学生连国歌都不

会唱。”黄汝说，这是建校以来，学校
第一次组织这样大型的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机会
很难得。为了参加这项活动，音乐
课、晚自习学生老师没少练习唱爱
国歌曲。

“培养爱国情怀，要从基础教育
做起。小学阶段做好做扎实爱国教
育，能够影响学生的一辈子。”唐铭
说，接下来，该校各班级还将不定期
召开爱国主题班会，让爱国主义教育
常态化。 （本报金江10月10日电）

录制视频 向祖国大声说“我爱你”

澄迈“就业扶贫”招聘会
10月17日举行
40余家企业提供多样化岗位

本报金江10月10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
记者余小艳）海南日报记者10月 10日从澄迈
县就业局获悉，为促进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就
业，解决企业和各类单位用工需求，10 月 17
日，将在瑞溪镇举行澄迈县2019年“就业扶贫”
专场招聘会。

报名参加此次招聘的企业共40余家，包括海
南京东物流中心、海南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海南
鼎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澄迈鲁能蔚景温德
姆酒店、海南万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鸿宝医
药化工有限公司、海南旺佳旺商贸有限公司等。
招聘岗位门类多样，涉及销售经理、餐厅主管、行
政文员、司机、仓管员、营业员、安保人员、服务人
员、市场专员、保洁员等。

据悉，招聘会当天，澄迈县就业局还将联合瑞
溪镇政府，对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劳动力以及下岗
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等人员开展政策帮扶，提
供岗位信息介绍和培训指导。

澄迈举办
扶贫主题宣讲活动
教育引导贫困群众转变“等靠要”思想

本报金江10月10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
记者余小艳）日前，澄迈县“脱贫靠奋斗 致富感党
恩”主题宣讲活动在中兴镇孔水村举行。

宣讲会上，澄迈县中兴镇孔水村脱贫先进典
型代表王草建以朴实的语言分享了自己克服困
难、勤劳奋斗的脱贫励志故事，激励更多的村民树
立起脱贫致富的信心，同时表示感恩党的好政策，
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我已经种了十几亩山
茶油、橡胶1000棵，预计年收入有10万元左右，
房子也盖起了第二层。非常感谢！”中兴镇孔水村
脱贫户王照川说。

脱贫户林资能则表示，宣讲会让他深受触动，
“我知道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才能摘掉贫困的帽
子，让生活越过越好。”

澄迈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组织举办扶
贫主题宣讲活动，旨在教育引导贫困群众转变“等
靠要”思想，增强广大群众“知党恩、感党恩、颂党
绩、跟党走”的意识，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助推澄迈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

澄迈职场女性
心理健康培训班开班

本报金江10月10日电（记者李
佳飞 见习记者余小艳）日前，由澄迈
县妇联主办的澄迈县2019年职场女
性心理健康与技能提升培训班在金江
镇开班，县妇联、县直机关妇委会、各
镇（含金安筹备组）妇联以及各行各业
的优秀女性100多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邀请高级形象管理师为各
位职业女性讲授心理健康和形象技能
等内容，引导大家要注重仪容仪表，学
会自我关怀、科学调整心态，保持积
极、阳光、健康的心理。

澄迈县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培
训旨在提升对职场女性对自身的重视
与关爱，为职场女性理解压调适搭建
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让她们以更好
的心态积极工作、享受生活。

25名大学生实习志愿者
澄迈上岗
分赴15个单位，服务期半年

本报金江10月10日电（记者李佳飞 见习
记者余小艳）海南日报记者10月10日从共青团
澄迈县委获悉，为帮助大学生深入社会、增长知
识、锤炼自我，积累社会阅历，提升就业能力，共青
团澄迈县委日前联合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召开了
2019年大学生实习工作部署见面会，招募了25
名大学生实习志愿者。

见面会上，用人单位代表表示，将积极培训指
导，并安排专人做好服务和管理工作。大学生实
习志愿者们表示，将在实习岗位中勤奋学习，大胆
实践，展现属于青年大学生志愿者的风采。

此次招募的25名大学生实习志愿者，将分别
安排在澄迈县委组织部等15个单位，在岗服务期
半年。目前，大学生实习志愿者已经陆续到岗。

据悉，这是澄迈贯彻落实共青团中央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服务大学生就业工作深入开展
全国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的通知》文件精神的
具体举措。共青团澄迈县委书记曹玉金表示，团
县委将一如既往做好用人单位和大学生实习志愿
者的对接服务工作，希望大学生实习志愿者扎根
澄迈，在工作中实干担当，为建设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和美好新澄迈奉献青春力量。

宽严相济倾心帮教

澄迈县检察院收获锦旗
本报金江 10 月 10 日电 （见习记者余小

艳 通讯员叶上荣）近日，澄迈县检察院未成年
人检察部收到被不起诉人王某某母亲送来的
锦旗，上面写着“执法为民宽严相济，情系少年
倾心帮教”。

时间回到今年3月，澄迈县检察院未成年人
检察部在办理王某某贩卖毒品案时发现，其行为
已涉嫌贩卖毒品罪，但其实施贩卖毒品行为时不
满18周岁。考虑到王某某到案后认罪、悔罪，澄
迈县检察院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其做出了附条件不
起诉的决定，考察期6个月，并与王某某所在的村
委会签订帮教协议，与其法定代理人签订帮教保
证书。

在考察期内，该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干警每月
定期与王某某法定代理人联系，了解王某某的日
常表现情况；组织王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到设立
在福山检察室的刑事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安排海南三度社会服务中心的专业心理咨
询师为其提供心理帮教；同时，不定期开展家访。

考察期内，王某某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该院有
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服从监督，表现
良好。近日考察期满，澄迈县检察院最终对王某
某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澄迈动态

本报金江10月10日电（见习记
者余小艳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王家
专）海南日报记者10月10日从澄迈
县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示范县创建工作反馈会上获悉，澄迈
县创建第五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示范县成功通过验收。

日前，教育部专家组深入澄迈县
桥头、福山、金江、老城、加乐等地，对
桥头地瓜研究所、福橙咖啡研究所、
县职校等 12个考察点进行实地考
察。专家组严格按照国家农村职业
和成人教育县城的程序和标准，看现
场、查资料、听汇报，对澄迈县国家农
村职成教育县城创建工作进行全面

检查和精心指导。近年来，澄迈不断
推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向农村、社
区延伸，相关成果得到了教育部专家
组充分肯定。

据悉，近年来澄迈县积极树立
农村青年创业典范，竭诚服务青年
成长成才，深入开展澄迈县农村青
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从
2013 年至今，澄迈县共培养“领头
雁”581人，兑现扶持资金876万元，
扶持212名返乡大学生创业，拉动创
业资金近2亿元，带动解决就业近
5000人，带动贫困户创业就业成效
明显，共解决贫困户就业152人，有
效助力乡村振兴。

与此同时，澄迈县积极借助“候
鸟”资源，发挥智“候鸟”效用，以社
区教育为切入口，构建全民终身学
习体系，助推澄迈职成教育发展。
截至目前，该县已引导各类专家成
立如“老年大学”“养老协会”“社区
学校”及“候鸟”合唱团等专业组织，
吸引了3000余名“候鸟”参与；成立
了人才工作联络站，发挥“候鸟”人
才联络站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人
才找人才”的方式，让“候鸟”人才与
社区、小区及社会组织积极沟通，建
立沟通交流平台，不断吸收新的“候
鸟”人才补充到信息库；开展“候鸟”
人才助力当地教育、经济发展的系

列社会工作。
此外，澄迈还加快建设农科教结

合基地，开展服务“三农”培训。2018
年，县财政安排该县职业教育专项资
金3636.76万元，安排县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公用经费132.3万元。结合地
方支柱和特色产业，澄迈加大教学条
件建设和人才培养，县域内各职校建
成了塑料模具工程、机电一体化、计
算机与云计算等3个国家级实训基
地；通过“校农合作、校企合作、校底
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各级、各类

“三农”培训项目，形成集教学、培训、
考核于一体的现代化“三农”教育培
训平台体系。

推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向农村延伸

澄迈通过国家级农村职成教育示范县验收

“看，这画的是海
南的城市美景，这幅
是北京天安门……没
想到学生们这么用
心。”10月8日一早，
澄迈县福山初级中学
的美术老师罗春兰在
办公室忙得不可开
交，在她面前摆放着
该校 1445 名学生的
绘画作品，她一边挑
选、整理，一边向海南
日报记者展示。

近期，福山初级
中学举办“庆国庆绘
画创意大赛”，号召全
体学生用绘画作品向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献礼。无独有偶，澄
迈县其他幼儿园、中
小学校也纷纷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新颖的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通过举办合唱、书
画、演讲、录制短片
等方式，强化对学生
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思
想道德建设。

“叮铃铃……”10月 8日下午，
上课铃声响起，澄迈县福山中心幼
儿园中班的几个孩子迅速围拢在一
起，在老师林丹丹的指导下，用红黄
褶皱纸共同创作一幅爱国主题手工
画。“这是送给祖国母亲的生日礼
物。”4岁的王雅轩认真地说。

在福山中心幼儿园教室、走廊
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孩子们画的五
星红旗。幼儿园负责人王冬梅介

绍，借着国庆的契机，每天上午，该
园各班老师给孩子们讲授国庆节
的由来、国旗国徽的寓意、红军故
事等知识。下午，则让孩子们动手
制作五星红旗，绘画五星红旗、天
安门等。

“孩子们不懂大道理，但是他们
能理解游戏。我们把爱国主义教育
融入游戏中，让孩子们边玩边接受爱
国教育。”王冬梅介绍，自从开展一系

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之后，孩子们有
了很大变化，“以前玩角色扮演游戏，
孩子们抢着要扮演白雪公主、超人，
而现在抢着要扮演警察、军人。”

除了简单的游戏，福山中心幼
儿园还借助升旗仪式对孩子们开展
爱国主题教育。每周一早上，伴随
着刚升起的太阳，福山中心幼儿园
的老师和小朋友们齐聚操场，举行
升旗仪式。4个幼儿园大班的小朋

友，被选为升旗手，穿上礼服，有模
有样地踏着正步，升起国旗。

“升国旗时，孩子们很严肃，被
选上升旗手的孩子会有自豪感，他
们能理解这是庄严而神圣的仪式。”
王冬梅说，这种仪式能够激发孩子
们的爱国情怀，同时培养孩子们的
集体荣誉感。升旗仪式完毕，听着
广播里播放的红歌，师生集体表演
手语，才算完成一次爱国教育活动。

寓教于乐 激发幼儿爱国之情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 10月8日，在澄迈县福山中心
幼儿园，一名教师指导孩子们用彩纸
制作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图案。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 海南澄迈思源实验学校
2600名师生在操场上摆出“中国”
“70”字样，向祖国表白。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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