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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快递

宁波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2019年 1月 1日晚，由共青团宁波市委、宁波市教育局主办，宁
波市青少年宫承办的 2019 宁波市青少年新年音乐会在宁波音乐厅奏
响，宁波市学生艺术团交响乐团 （中国青少年宫艺术团交响乐团） 为
观众带来 《新年康塔塔》《假面舞会·圆舞曲》《炎黄风情·选段》

《五月天组曲》 等 10多个精彩节目，600余人现场聆听。据悉，这是
该交响乐团第12年举行宁波市青少年新年音乐会。

（高 丹）

市少儿活动中心：

近期，由宁波市少儿活动中心承办的“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
人”主题教育活动举行，主要包括“春风进我家”少年儿童图文创作
大赛和“寻访春天的故事”社会调查活动，共收到全市 93所学校推
荐的图文创作作品639幅以及54所学校推荐的手抄报作品390幅。最
终有100幅作品获得图文创作大赛各类奖项，50幅作品获得社会调查
活动各类奖项。后期活动组委会选送了 20幅优秀图文创作作品到全
国“双有”活动参加评选，获得 2 个一等奖、4 个二等奖、6 个三等
奖。

（王佳维）

海曙区青少年宫：

2018年12月8日，由海曙区青少年宫承办的宁波市头脑OM校间
挑战赛第十一期活动举行，全市共有30多个中小学校近500名中小学
生参加。比赛由“紧急返回”“陀螺争霸”和“叠叠乐”三个项目组
成。组织单位根据学生的知识面和喜爱程度，精心设计既有挑战性又
可持续创新的赛题，具有宁波的科普特色，得到了浙江省科学技术协
会等单位的赞誉和推广。 （缪坚强）

2018年 12月 20日，由海曙区青少年宫组织的海曙区“礼”行天
下，“礼”赞海娃——文明列车进校园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在海曙外国
语学校五江口校区开展。180 余名青少年通过“文明漫画拼拼乐”

“文明现象圈圈套”“文明大厦拔地起”“文明校园我创建”等游戏，
将文明礼仪教育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邵 琦）

宁波市宗瑞青少年宫：

2018年12月23日,宁波市宗瑞青少年宫带着江北区队长学校成员
前往东阳开展根雕大师寻访活动。在活动中，同学们完成了趣味任
务，欣赏了精致的根雕作品，不仅表达了对根雕大师的敬重和对根雕
艺术的敬仰之情，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叶丹囡)

镇海区青少年宫：

2018年12月18日,镇海区青少年宫和景和学校联合举办的关爱残
疾儿童活动举行。镇海区青少年宫的老师们带着景和学校的孩子们一
起制作红灯笼，还送上画板作为新年礼物，为孩子们带去了欢乐。

（汤文婧）
2018年12月29日，“丹墨问好·金猪迎新”镇海区乡村流动少年

宫书画展在宁波市植物园展出，20 幅优秀书法作品充分展示了校外
教育的成果和风采。

（王 颖）

北仑区青少年宫：

2018 年 12 月 3 日，由北仑区青少年宫承办的“关爱明天、普法
先行”国家宪法日主题活动暨北仑区青少年法治教育综合体验馆开馆
仪式举行。40 名青少年代表用朗诵、小品、歌曲等形式迎接青少年
法治教育综合体验馆的开馆，并在表演结束后进行了参观体验。

（赵 帅）
2018 年 12 月 22 日，北仑区青少年宫开展了冬至包汤圆亲子活

动。现场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学习了汤圆的制作技巧、食材的配制方
法，讨论着冬至习俗，聚在一起感受冬至的氛围。 （赵 帅）

鄞州区青少年宫：

2018 年 12 月 1 日，2018 中国区机器人挑战活动在乌镇西栅景区
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结束。鄞州区青少年宫代表队获得 2018 中国区
机器人挑战赛银奖。 （毛素芬）

2018 年 12 月 1 日，鄞州区青少年宫 （惠风宫） 第二届乐高机器
人亲子嘉年华竞赛举行。活动的主题是“小车快跑”，要求在30分钟
内设计、搭建一辆可以由橡皮筋的弹性势能来驱动的小车，从起点出
发，前进距离远的获胜。76 位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参与体验了这次科
技活动。 （毛素芬）

奉化区青少年宫：

2018年12月27日, 奉化区青少年宫组织开展“喜迎元旦 冬日
暖阳”流动少年宫走进南浦小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科技教育、安全
自护教育、文化娱乐体验活动，通过搭建多样的活动平台，让孩子们
享受科技带来的快乐。

（俞晨露）
2018 年 11 月 29 日,奉化区青少年宫承办的“生命教育 松小启

航”第二届生命主题教育活动在松岙镇中心小学顺利举行。活动的主
题是“生命教育 松小启航”，旨在加强引导学生"认识自我，珍爱生
命"，提升学生的生存能力和生命意识。 （俞晨露）

余姚市青少年宫：

2018 年 12 月 8 日，余姚市青少年宫组织 40 名学员，远赴绍兴追
寻“阳明”足迹，感悟大儒成长心路历程。孩子们在参观和寻访王阳
明生活地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王阳明思想，坚定了“知行合一”
的人生信念。 （楼嗣拓）

2018年 12月 22日、23日，余姚市青少年宫在渚上农场开展冬至
民俗体验活动，共有 60余名学员参加趣画柚子、纸飞机比赛、制作
腊肠年糕等活动，体验了民俗文化，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温暖的冬至。

（楼嗣拓）

慈溪市青少年宫：

2018年 12月 28日，慈溪市青少年宫家长学堂之“儿童心理学在
家庭中的应用”活动举行，本次家长学堂共由4堂课组成，内容包括

《三种带给孩子伤害的父母》《儿童心理学是孩子学习还是父母学习》
《原生家庭为什么会伤人》《我们该如何消除这些负面影响》。50余名
家长通过讲师讲座、互动答疑、课后应用、反思总结等，对儿童心理
学有了初步了解，掌握了一些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技巧与方法。

（丁颖静）

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由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满园春
色”2019 迎新年音乐会古筝专场举行，《挤牛奶》《八月桂花遍地
开》《战台风》等14个曲目或独奏、或串烧、或齐奏轮番上演，每一
个音符都凝结了老师辛勤的汗水和孩子们不懈的努力。

（许碧华）
2018年 12月 29日，跨年嘉年华暨宁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公益大

帐篷走进桑洲小学活动开展，437名孩子参加了无人飞机、3D打印、
球幕影院、电动赛车、平衡车、人体飞行棋等 16个科技项目，并收
到了新年礼物。到目前为止，该公益大帐篷活动已惠及宁海县岔路、
桃源、越溪、前童等地的20余个学校社区、近5万人次。

（许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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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中传承新时代红色基因

我市红领巾“学习回信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
题教育实践训练营活动纪实

隆冬的横坎头村，一阵风
袭来，让人冷不丁打个寒战。
但对40名来自宁海的“红领巾
小跑男”来说，内心的火热早
就抵御了天气的寒冷。

上月 23 日，2018 年的最
后一期宁波市红领巾主题教
育实践训练营活动在“浙东红
村”如期举行，“小跑男”们跃
跃欲试，手持活动地图、指南
针和红色任务卡，以 10 人小
队为单位，随着辅导员老师一
声令下，朝着红色任务所在方
向奔跑前进。

在横坎头村村史家书馆，
他们边参观边默记习近平总
书记回信原文，并在村口舞台
上快速拼接完整回信，领会回
信精神；

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军史陈列馆，他们亲身体验新
四军战斗场景；

在浙东抗日军政干校，他
们书写新四军战斗精神；

……
从去年4月至12月，每逢

天气晴好的周末，这样的情景
在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一
次又一次上演。据统计，已经
有超过千名来自全市各区县
（市）、园区的优秀少先队员和
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参与其中，

“浙东红村”成为孩子们展现
自我精彩的“舞台”，“红领巾
小跑男”成为他们珍视的“角
色”，而完成红色任务成为他
们最神圣的使命。

2018 年 3 月初，早春的四明
山，梅红莺飞，尺牍传情。习近
平总书记给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
信，勉励他们传承好红色基因，
发挥好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同乡亲们一
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努力
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
村。

喜讯传来，巍巍四明，群山
欢腾，老区党员乡亲奔走相告，
全市干部群众倍感振奋。

梁弄镇位于余姚四明山革命
老区，该镇横坎头村是浙东抗日
根据地的中心所在地。21 世纪
初，横坎头还是一个交通闭塞、
房屋破旧、村民收入比较低的经
济薄弱村。2003 年春节前夕，刚
刚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专

程到梁弄镇和横坎头村考察调
研，提出了建设“全国革命老区
全面奔小康样板镇”的殷切期
望。春节过后不久，习近平又给
村里的党员群众回信，鼓励他们
加快老区开发建设，尽快脱贫致
富奔小康。15 年来，遵照习近平
的重要指示精神，横坎头村调整
产业结构，发挥资源优势，走上
了全面小康道路，相继被评为浙
江省全面小康示范村、全国文明
村。2018 年年初，横坎头村全体
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村庄的发展变化情况，表达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建设美
丽乡村的决心，没想到习近平总
书记这么快就回信了。

“这是一个组织少先队员开启
红色研学之旅、传承新时代红色

基因的好时机。”团市委、市少工
委负责人敏锐地意识到。很快，
经过精心设计，一个由团市委、
市少工委主办，市青少年宫 （市
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东海少年
军校承办的以宁波市红领巾“学
习回信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为
主题的教育实践训练营活动拉开
帷幕。

2018 年 4 月 22 日 ， 第 一 批
“红领巾小跑男”出现在游人如织
的横坎头村，穿梭在各个红色景
点，在自主参观学习中完成红色
任务。孩子们奔跑着、跳跃着、
玩耍着、学习着……天性在“浙
东红村”尽情释放，心智在研学
中渐渐成熟。孩子们礼貌又文明
的举止，引得其他游客频频点
赞，得到村民的好评。

他们快乐玩耍学习

去年国庆长假期间，一些少
先队员忽然发现，身穿迷彩服的
他们居然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的国庆系列节目 《奋
进新时代》 之 《苦干浇灌硕果》
中。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真正
看到了革命前辈的赤子之心，他
们是那么坚定、那么炽热，为了
建立新中国的崇高理想甘愿抛头
颅、洒热血。我还感受到习近平
爷爷对革命老区和人民群众的一
片深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
从革命前辈手中、从习爷爷的希

望中，接过那满怀希冀的接力
棒，为祖国的建设奉献自己的一
分力量。”参与过红色主题教育实
践训练营的东钱湖镇中心小学郑
文睿在接受摄制组采访时所说的
诚挚话语，瞬间传遍大江南北。

“那是去年 9 月 9 日，我带着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的 40 名少先队
员代表来到横坎头村参加宁波市
红领巾‘学习回信精神 传承红色
基因’主题教育实践训练营第十五
期活动时，恰巧遇到了央视《焦点
访谈》摄制组。摄制组对我们的活
动很感兴趣，不仅跟踪拍摄，还专

门采访了几位‘红领巾’小队员。”
当天带队的市青少年宫（市志愿者
服务指导中心）团队工作部老师回
忆起当时情形还有些激动。

红色主题教育实践训练营活
动内容和形式是少先队员喜闻乐
见的，接到的“红色任务”又丰
富 有 趣 。 当 时 孩 子 们 正 跑 得

“嗨”，摄制组就主动找来，记录
下孩子们借助活动专用地图和指
北针，在一个个“神秘任务”的指
引下，以定向越野的形式，奔跑
在横坎头村各红色景点的情景和
参加活动过程中的激动心情。

他们上央视啦

红色主题教育实践训练营活
动在奔跑玩耍中开展，在交流实
践中得到感悟和思考。

每一期活动的尾声，带队老

师都会为参与的少先队员安排小
结交流环节，每一次都能听到广
大少先队员和辅导员发自内心的
活动感言。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也
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又有点小紧
张。”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东校区 601 中队邬佳睿说：“开
心的是看到了心心念念的两封习
近平爷爷的信，还有许多互动任
务，既是对我们的考验，又给了
我们展示本领的机会。紧张的
是，一开始拿到活动地图，还要
我们自己根据提示找任务，感觉
有点困难，所幸我们小队里有几
个男同学平时比较喜欢研究‘导
航地图’才渡过难关。经过这次
活动，我感觉我们都长大了不
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今后
在外出认路、看地图等自理自护
方面得下点功夫了。”

镇明中心小学实验校区大队

辅导员陈佳颖老师说：“这个活动
给我们基层少先队辅导员做了一
个很好的示范，让我们对‘以队
员为中心’的少先队活动设计理
念有了实实在在的理解。活动任
务充分考虑我市少先队员实际，
既丰富有趣，又有一定的挑战
性。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最后每人
一块的特色余姚梁弄大糕，上面
居然印上了不忘初心、共同致
富、美丽乡村等字样，细节到
位，真是把一切能用的教育形式
和资源巧妙地结合进来了。”

记 者 从 相 关 单 位 了 解 到 ，
2019 年团市委、市少工委、市青
少年宫 （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
心）、东海少年军校将把红色教育
实践活动作为少先队常态工作进
行拓展延伸，带领更多的宁波

“红领巾”将爱党爱国、自强不
息、追求高远的红色基因潜移默
化地根植到少先队员的心中。

他们收获成长

2018 年已经收官，持
续了近 8个月的“学习回信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市红色主题教育实践训练营
活动也顺利落下帷幕。但活
动留给我们一些经验值得总
结、回味。

革命传统、当代思想，
如何让现在的少先队员们感
受并接受？这恐怕是很多少
先队辅导员绞尽脑汁思考的
问题，但实际办法效果总体
并不理想。这是因为我们忘
记了孩子爱“玩”的天性，
忘记了孩子具有的好奇心
……红色主题教育实践训练
营正是想到了这些问题，主
动适应孩子爱“玩”的天
性，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
习，并充分利用孩子的好奇
心设置“神秘任务”，而活
动地点又恰恰是一个接受革
命传统和当代思想教育的绝
佳之地——“浙东红村”横
坎头村。把孩子爱“玩”天
性、具有好奇心和红色资源
有机结合，就有了这次构思
精巧的红色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 （龚哲明）

记 者 龚哲明
通讯员 姚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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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小跑男”高举活动旗帜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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