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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石麟志 担振兴责
云浮市第二小学
以诗养德 以棋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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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浮市云硫小学
明德养正 博学勤行

云浮市中等专业学校
文明 勤奋 健体 精业 崇德尚技 敏学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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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林峰）
近日，市禁毒办、团市委、市教育局在
市青少年宫举办云浮市青少年“青春
无毒·珍爱生命”主题文艺作品创作
大赛颁奖活动，深入推进我市青少年
禁毒预防教育“6·27”工程，切实增强

我市广大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
识和能力。

据了解，本次大赛经初审、复审
后，共有 116 篇征文作品、41 个短视
频作品进入网络投票环节，截至活
动结束，投票界面浏览量达 40.6万人
次，共收到投票 36.45 万票。结合专
业评委打分评选出一等奖 8名，二等

奖 18 名，三等奖 34 名，优秀奖 97
名。大赛期间，团市委、市少工委还
在市青少年宫开展校外少先队禁毒
宣传学习实践教育活动，通过组织
青少年观看禁毒教育警示片、开展
禁毒知识问答、参观优秀征文展等
环节，进一步发挥获奖作品的宣传
教育作用，让“青春无毒·珍爱生命”

的禁毒理念深植学子内心。优秀作
品将投放到我市各类融媒体平台中
宣传推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宣传禁毒防毒知识。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整合社会资
源，积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毒普法
宣教活动，形成禁毒工作人人有责、
全民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

云浮市青少年“青春无毒·珍爱生命”主题文艺作品创作大赛圆满结束

40.6万人次网上浏览 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黄洋）
近日，市教育局印发《云浮市 2023年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办法》，对
我市 2023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
试办法进行相应调整，强调各县（市、
区）体育考试不得早于 4月 17日，要
让考试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公平。

据悉，《考试办法》依据广东省教
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初中毕业生
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精神，充
分考虑我市当前疫情形势和学生体
质健康状况，取消了必考项目，将原
必考项目中长跑项目（男子 1000 米
及女子 800 米、100 米游泳）并入中考
选项库。合并后，选项共有 8 项：①
中长跑 800米（女）、1000米（男）；②
100 米游泳；③立定跳远；④一分钟
跳绳；⑤引体向上（男）、一分钟仰卧
起坐（女）；⑥足球 25米绕竿运球；⑦
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⑧篮球一
分钟投篮。考生在其中选取 2 项参
加考试。根据要求，各县（市、区）体
育考试不得早于 4 月 17 日，要合理

安排统一测试、缓考、补考的时间间
隔。各县（市、区）要进一步完善体
育中考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健康摸
查，正确引导考生合理选择，强化医
疗保障，安排专业人员全程值守，降
低考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运动伤害
风险，确保 2023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
育考试平安、顺利进行。

近年来，我市教育系统高度重视
学生阳康后的体能恢复和体育锻炼，
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教育厅《2022—
2023 学年第二学期体育（与健康）课
程教学指引》，强调要把师生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科学有序开
展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科学设计
体育锻炼计划，合理安排运动负荷，保
障校内每天 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引
导学生注重提升健康素养，强化当好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主
动科学落实校外 1小时体育锻炼，形
成“校内外衔接、家校社协作”的合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市2023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办法公布

开考时间不得早于4月17日

日前，罗定市泷州教育基金会邀请
佛山市教育专家走进罗定，举办高考备
考能力提升培训班，回应罗定广大师生

对高考备考能力提升诉求，培养一批理
念新、基础厚、能力强的教学业务骨干
教师。 （通讯员 梁子活 摄影报道）

专家指点迷津 助力高考备考

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黄洋）
为进一步筑牢全市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校园及校园周
边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压实压紧校
园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织牢织密校园食品“安全网”。

行动中，执法人员随机选定一家学
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一家校园周边
食品经营单位进行检查，同时要求各食
品经营单位经营者要提高守法意识，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学生返校后
的食品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并落实食品
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食品安全自
查等各项食品安全制度，按规定进行留
样，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必须定期清洗

消毒，落实食品仓储规范等工作，确保
食品来源正规、渠道清楚、质量可靠。

目前，全市共有学生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5家，每日供餐总量37098份，食品
安全量化等级均为 A 级，100%建立
HACCP或 ISO22000管理体系，100%购
买食品安全责任险，有效保障广大师生
用餐安全。

据了解，春季开学以来，我市市场
监督部门按照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
求，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
控，并通过线下现场检查和线上“互联
网明厨亮灶”巡查相结合的监管模式进
行检查，确保广大师生吃得放心、吃得
安全。

我市织牢织密校园食品“安全网”

确保师生吃得放心安全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罗强
通讯员 湛哥）记者日前从新兴县
了解到，新城镇综治中心联合镇
反邪教协会、镇教办，组织全镇
各中小学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
宣传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青少
年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提高广

大师生识别抵制邪教的意识和
能力。

活动中，各中小学通过开展
国旗下讲话和主题班会等，向学生
们讲解什么是邪教、邪教的本质、
如何识别邪教和邪教给人们带来
的危害，教育学生们要崇尚科学、
远离邪教，使学生们深受教育。此
外，各校还通过电子屏滚动播放等

形式，潜移默化进一步对反邪教进
行宣传教育。同时，通过“小手拉
大手”的方式扩大人们对反邪教的
认知。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宣
教活动，大大增强广大师生识别邪
教、抵制邪教的能力，进一步净化
校园文化，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为创建平安校园夯实基础。

新城镇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进校园活动

净化校园文化 创建平安校园

近日，新兴县天堂镇政府联合镇
派出所到五一小学开展“禁毒反邪齐
宣传，共建平安校园”安全宣教活动。

活动中，禁毒卡通形象“粤虎”

吸引了在场学生的目光，工作人员
向学生们讲述“粤虎”的“身份”与意
义，并播放禁毒教育动画片且辅以
生动有趣的讲解，让学生们深刻了解

毒品的危害性及隐蔽性，有效提升学
生们识毒、拒毒能力，为天堂镇青少
年禁毒宣教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通讯员 叶绿宝 摄影报道）

有趣的禁毒反邪宣教活动

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林峰）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菠菜和胡萝卜，
长得不错吧？”近日，记者来到云城区
云城街循常小学，学生们正在“自家
菜地”（生态劳动基地）里浇水施肥，
翠绿的蔬菜长势良好，孩子们心里美
滋滋的。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教育
厅关于开展“双减”和校内托管服务

“5+2”的总体方案，循常小学利用校
内托管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小菜

园劳动实践活动，向他们普及农耕文
化，让他们亲自培土施肥、浇水除草，
感受收获喜悦，培养孩子们勤劳节俭
的美德。

“孩子们天天培育蔬菜，观察蔬菜
生长，小小菜园成为孩子们劳动实践
的广阔天地。”该校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该校将切实担起社会责任，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
班人、助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
添劳动实践新动力。

小小菜园 大大收获
云城街循常小学开展劳动实践活动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罗强 特约
记者 叶锦生）日前，记者来到郁南县西
江中学，该校心理教师谭玉婷正在给七
年级（4）班的学生上心理辅导课，引导学
生以积极心态面对新学期，为新学期赋
能，为成长增添动力。

据谭玉婷介绍，上学期的期末考试
由于疫情原因推迟到新学期开学后才进
行，考试压力加上新学期的适应问题，有
学生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甚至
抵触学习生活。针对这些问题，该校开
展了《新学期 心动力》班级心育课，采用
暖身游戏、拆红包、书写新学期担忧、调
节情绪应对开学综合症等环节，引导学
生以积极心态面对新学期。

据了解，该校历来十分注重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建立了配备完善、占地面积
315平方米的学生发展指导中心，主要
负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生涯发展指导
工作，拥有专兼职心理教师 11名，累计
为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开展心理辅导
500人次以上，设置心理咨询室、音乐放
松室、沙盘室等功能室，满足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需求。该中心还通过成立心理协
会，拓宽心育途径，激发学生积极关注心
理健康；创办校园心理期刊《师说心语》，
搭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平台；积极开
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活动月活动，让
师生逐步树立心理健康意识。同时，每
年为全校学生开展心理普查、建立学生
心理档案，制定特色心育课程，开展团体
或个体心理辅导。

据了解，近年来，郁南县教育部门严
格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
理工作的文件精神，有针对性地开展心
理健康宣传和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学生
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对在校学生的情绪、
行为等问题有效地进行心理干预；通过
一年两次的心理普查，应用“525”智慧心
理平台心理测试软件，为全县学生进行
全面的心理健康测试，每学期有 48000
多名学生参与心理普查，为学生健康快
乐地学习生活保驾护航。

郁南县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推进文明校园建设

禁毒行动 全民参与

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关爱未成年人
润蕾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