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洪标）连日
来，郁南县都城镇在该镇防溺水安全
教育基地——西江溺水危险点（白木
沙滩段）实地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
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全
镇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筑牢安
全防线，切实减少和预防学生溺水事
故发生。

活动现场，社工、志愿者、返乡大
学生们结合西江河情概况和近年来
发生的惨痛溺水事件，向学生们讲述
溺水事故带来的巨大教训和原因，用
活生生的沉重案例进行警示教育；讲
授如何就地取材制作救生用具和自
护、自救、求救、施救等溺水救护方法
和预防溺水常识，并现场讲解示范如
何救生，提高溺水自救自护技能，从
而切实增强学生们防溺水的自觉性
和识别险情、紧急避险、遇险急救的
能力。

活动还向学生们派发防溺水安全
宣传教育资料，告诫广大学生游泳要
到正规的游泳馆，不能到江河、水库、
鱼塘、湖泊等危险水域游泳和玩耍，并
进行防溺水保安全现场签名活动，学
生们纷纷在宣传横幅上签名承诺，表
示会谨记教悔，不到危险水域游玩，珍
惜生命，谨防溺水。

据了解，西江（都城镇白木沙滩
段）是溺水危险点，溺水事故的多
发地；暑假将临，学生溺水事故也
进入危险期、易发期、高发期。都
城镇自 2018年率先在西江河岸（白

木沙滩段）大榕树处建立全县首个
防溺水安全教育基地以来，该镇团
委和都城夏袭社工站在每年暑假前

都联合全镇各中小学校开展防溺水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分期分批组织
学生们到防溺水安全教育基地——

西江溺水危险点（白木沙滩段）实
地进行别开生面的防溺水安全警示
教育。

都城镇组织防溺水现场说教

别开生面开展学生安全教育

立石麟志 担振兴责

云浮市云硫小学
明德养正 博学勤行

云浮市第二小学
以诗养德 以棋益智

云浮市中等专业学校
文明 勤奋 健体 精业

培养良好习惯 成就幸福人生

云浮市第一小学云浮市第一中学
一德一心 中真育人

邓发纪念中学
笃学 修身 爱国 荣校

华立中英文学校 云浮市光明外国语学校

支持单位
（
排
名
不
分
先
后
）

JIAOYU ZHOUKAN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编辑/潘巍 校对/黄肖玲 版式/黎健峰 8
教育周刊

崇德尚技 敏学精工

罗定中学
崇德、贵和、尚贤

本报讯（记者 杨丽 通讯员
孟允煌） 7月 2日下午，广州华立
科技职业学院云浮校区在图书馆
一楼会议室，为前往同方计算机
（广东）有限公司实习的 2018级 9
名学生举行欢送会。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云浮
校区相关负责人希望 9名学生珍
惜实习机会，将实习平台作为新
的起点，将基础知识很好地运用
到实际工作中去，虚心学习，在学
习与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同
时，尽快融入到企业中，自觉践行

企业文化，严格遵守公司的劳动
纪律和规章制度，增强安全意识，
认真做好疫情常态化下的个人防
护工作。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共
同努力顺利完成实习任务。

据了解，同方计算机（广东）
有限公司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2019年 10月，该公司
与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签订校
企合作协议，将为广州华立科技
职业学院云浮校区计算机等专业
的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的好场
所。

校企合作 共同发展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云浮校区9名学
生赴同方计算机（广东）有限公司实习

本报讯（通讯员 潘理民）近期，
云安区教育局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
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结合起来统
筹推进，确保教育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标准不降、声势不退、力度不减，推动
平安校园建设，护航教育教学工作。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该局
以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防欺凌、
校车检查为重点，主动对接公安、城

监、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组织开展校
园及周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集中整
治涉校车带病运行、经营“三无”食品、
经营弓箭弩和玩具枪、向学生销售香
烟、为未成年学生提供上网游戏便利
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校园周边治
安乱点摸排清理和校园内外针对师生
寻衅滋事行为处置力度，协同相关单
位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营造良好育

人环境。
与此同时，通过校会、校报、墙报、

横幅、LED屏、宣传栏、网站和微信公
众号等线上线下载体，全方位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切实提高教育
工作者和中小学生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据统计，自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该局共拉
挂扫黑除恶横幅1500多条，制作扫黑

除恶宣传墙报近 700幅，张贴扫黑除
恶海报近 600张，派发扫黑除恶宣传
资料80多万份。

云安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坚持把校园安全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同时健全完善长效常治机制，依
法严厉打击扰乱、影响学校正常教学
秩序的黑恶势力，坚决维护校园及周
边和谐稳定。

云安区严防黑恶势力向校园渗透

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本报讯（记者 林瑞荣 通讯员

李文伟）七一前夕，云浮技师学院
第三期党员工匠讲坛活动举行，被
誉为“抱火哥”的云浮市消防支队
新兴县中队中队长由浩杞，为学院
全体教职工作了一场《初心的热
度》专题讲座。学院党员工匠讲坛

“品牌”持续走向深入，助力弘扬工
匠精神，筑牢初心、使命根基。

“我们这个党员工匠讲坛，就
是要以党员先锋模范为牵引带动，
激励广大教职员工在爱岗敬业中
弘扬‘工匠精神’，巩固深化‘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凝聚推
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云浮技师学院党委一位干部介绍

说。这期“抱火哥”的专题讲座，是
学院党员工匠讲坛首期邀请院外
先进模范主讲，拓宽了讲坛的宽
度；前两期讲坛，主要为学院内学
科带头人、金牌工人等主讲。

据悉，云浮技师学院在不断发
展中，涌现了一批先进优秀的教
师，其中有全国先进工作者、广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云浮石艺）代
表性传承人、南粤工匠、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第 45届世
界技能大赛建筑石雕项目中国教
练梁建坤等专业（学科）带头人 20
人，“南粤优秀教师”6人，云浮市

“金牌工人”15人，还有省级技术
能手、云浮市工匠等一批。

云浮技师学院打造“党员工匠讲坛”

助力弘扬工匠精神
筑牢初心使命根基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近日，市邓发小学教师书法培训班开班，旨在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促进教师专业素质发展。 （记者 游思明 通讯员 欧华标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钱枫 通讯员
胡碟 陈坚文）近日，云安区南乡中
学团委组织40多名学生团员志愿
者开展乡村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
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

活动中，志愿者们手拿扫把、
垃圾铲、垃圾桶等工具集中在学校
操场，分组出发对学校周边路段进
行清理，并向周边群众宣传党和国
家的乡村振兴政策，激励群众参与

美丽乡村、文明乡村建设，为美丽
乡村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通过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
美化了学校周边环境，提升了志愿
服务浓郁氛围，更重要的是以文明
行为引导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到美
丽乡村建设当中来，激发了群众的
凝聚力、创造力和向心力，切实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生态环境，让人
居环境整治为助力乡村振兴添砖
加瓦，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南乡中学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高考“发令枪”即将打响。随
着考期临近，不少考生都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情绪。即将
应试的考生应如何调适心情、发挥
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不妨试试这
份专家开出的“心理处方”。

考前：创造安心迎考环境

由于疫情期间复习计划受到
影响、自主学习时间增长，不少考
生担心自己学习效率下降，可能会
影响高考成绩。此外，考前出现焦
虑、不安等情绪的情况在考生中也
较为普遍。

“适度的紧张，能够促进考生
在考场上正常发挥。考生和家长
需要正视负性情绪，并积极对其进
行调节。”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儿
童青少年心理科康复部主任李宁
宁说。

“大考”临近，天津大学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副主任许欣建议，家长
应从环境、生理、认知、情绪和行为
等方面帮助孩子调节考前状态。

许欣介绍说，“清单管理”“情
境模拟”等方式能够增强考生对环
境的掌控感，有效缓解心理压力。

“可以提前准备好考试证件、文具、
口罩等用品，并对前往考场的路
线、各科考试的时间等进行模拟和

‘预演’，让考生提前适应考试流
程，在安心、熟悉的环境下参加考
试。”许欣说。

李宁宁表示，考生考前需调节
好生物钟，才能以最佳状态应试。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避
免‘开夜车’复习。此外，每天可以
进行40分钟到1小时的体育运动，
适当锻炼有助于减轻压力、提高
效率。”

考中：积极调整自身情绪

专家建议，考试期间，考生可
以通过调节呼吸、进行积极的自我
暗示等方式，及时缓解焦虑情绪。

“在考场上感觉心情紧张、心
率加快时，考生可以通过腹式呼吸
法让自己平静下来，还可以采取轻
轻拍打肩颈肌肉等方式，让身体得
到放松。”许欣说。

家长和教师对考生的心态调
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专家提醒，
家长和教师要调整好自身状态，
不要批评责备、把焦虑情绪传递
给考生。

“要关注考生的心理感受，多
倾听他们的心声，通过共情和陪
伴起到安慰、支持的作用。”李宁
宁说。

（新华社天津7月5日电）

高考临近太焦虑？
心灵“小贴士”请收好

新华社记者 刘惟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