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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6

洗衣扫地将作为中小学生升学参考
宁波出台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意见
孩子劳不劳动？劳动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变化？今后，这些都将记入宁波中小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档案，并作为升学、评优的重要参考。近日，宁波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指导意见》，
明确要求各地各中小学统筹校内外和家务劳动教育资源，
保障中小学生平
均每天劳动不少于 1 小时。

A

开足、开好劳动教育课
当前，在中小学的教学实际中存在片面
重视书本知识学习的现象。市教育局将结
合各种资源，创建多种模式，努力改变不重
视劳动的现状。
在未来 3 年时间里，宁波市教育局推动
建立课程完善、资源丰富、模式多样、机制健
全的劳动教育体系，预计在全市创建 100 所
劳动教育示范学校，建立 50 所市级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今年上半年，将制定市级劳动
教育示范学校和市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创
建标准。预计今年创建上述学校 30 所、实
践基地 15 个。
将国家规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

B

中小学生平均每天劳动不少于 1 小时
文件中明确提出，各地各中小学要统筹
校内外和家务劳动教育资源，保障中小学生
平均每天劳动不少于 1 小时。比如在家务
劳动方面，洗碗、洗衣、扫地、整理房间，这
些家务活都将成为宁波中小学生的“劳动家
庭作业”。
据了解，学校可根据各年龄阶段学生特
点，安排学生适量的劳动家庭作业，保障学
生家务劳动每天不少于半小时（寄宿制学生
在校时间除外）。劳动家庭作业以鼓励学生
在家庭中立足“自己的事自己做”，并适当帮
助父母或其他长辈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为主。
小学低年级学生家务劳动以整理内务

C

技术课程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渠道，开
足开好。要明确并保证劳动教育的课时，义
务教育阶段三到九年级切实开设综合实践
活动中的劳动与技术教育课，普通高中阶段
严格执行通用技术课程标准。
要求各地各校可结合新课改，在地方课
程和校本课程中开设家政、烹饪、手工、园
艺、民 族 工 艺、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等 课
程。各中小学可结合课外活动、社团活动、
校外活动需要开发劳动教育校本课程。
此外，市教育局还将开发适合城乡学生
特点和符合宁波经济发展水平需要的劳动
教育地方教材。

为主，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和中学生以内务整
理、洗菜、煮饭、炒菜、洗碗、洗衣、家庭卫生
保洁、购物、器具修理等日常家务劳动为主。
同时要在学校日常运行中渗透劳动教
育，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卫生保洁和绿化
美化，有条件的学校可开辟专门区域种植花
草树木或农作物，开展各类劳动实践展示、
竞技和评比活动。
特别要指出的是，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将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工作情况纳入学
校年度绩效考评指标，并要求各中小学校建
立、完善劳动评价制度，并逐步推进劳动教
育记入普通高中学分考核制度，作为升学、
评优的重要参考。

宁波公交可使用
云闪付 APP 扫码乘车
本报讯（记者 周静 通讯员 阮琳荣）
记者从中国银联宁波分公司获悉，昨天，宁
波大市所有公交线路正式开通云闪付 APP
乘车码应用。无论市民持有的是何种品牌
智能手机，只要下载云闪付 APP，注册并绑
定 62 开头银联卡，通过云闪付 APP 首页
“乘车码”
入口开通并生成一张乘车二维码，
就可以在公交自助终端上通过扫码完成车
费支付。
另外，市民们喜欢的
“五折乘公交”
活动
又来啦。据悉，中国银联携手行业各方持续
推出“云闪付 5 折乘公交”优惠活动，即日起
至 6 月 30 日，甬城市民打开云闪付 APP 使
用“乘车码”乘坐公交，最高可享减免 1 元的
5 折优惠，
每卡每天可享受 2 次。

鄞州特教中心
感恩汇演看哭观众

劳动教育在甬城学校很红火
其实，在宁波的不少中小学，一直都比
较注重培养孩子的家务能力和动手能力，早
就将劳动实践融入学校教育中。
从 2016 年起，鄞州区江东外国语小学
就借助课改契机，开设了“幸福家政”课程，
分设家务劳动、菜肴烹饪、传统节日、特色日
等 4 个系列。比如学生每学期都要学会做
一道菜，引起市民点赞。6 年下来，每个孩子
至少能掌握 30 项家务技能、学会烹饪 12 道
菜肴。
今年 2 月，李惠利中学“一米农场”首批
蔬菜育成，师生们共同采摘了自己的劳动成
果。原来，去年该校结合《会呼吸的绿色校
园》课程，开发了
“一米农场”
劳动教育项目。

在宁波四中，盘山林场的劳动体验是必
修课，这项活动已持续了半个世纪。50 年
来，先后有 1.5 万名宁波四中学生来到这里
种下两万棵树，累计造林 420 亩，育林又育
人。
北仑职高校园里，一直活跃着戴“绿袖
章”的队伍。他们给蔬菜花苗果蔬除草、浇
水、培土，
享受特别的
“劳动时间”
。
北仑柴桥实验小学自 2006 年建校以
来，就结合“兰文化”建设，在校园内开辟生
态农场，让学生尝试种各种兰花。像柴桥实
验小学一样，在北仑区拥有校园农场的中小
学就有 20 余所。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张土良

宁波市直属普高保送生测试
本周六举行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凌波） 记
者昨日从宁波市教育考试院获悉，2019 年
宁波市普通高中保送生招生综合素质测试
本周六（5 月 18 日）举行，中心城区将有 4000
余名考生参加，共设 4 个考点。
据悉，保送生实行提前录取。5 月 21 日
前，由市教育局中学招生办公室划定的各校
录取分数线将出炉，最终确定录取名单，各
录取普高在学校网页上发布录取信息。
已被录取的学生，将提前“上岸”，不再
参加 6 月 14—15 日举行的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未被录取的学生将转入中考招生正常程
序。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开考 15 分钟后不
准入场，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场，
交卷离场后不得再进考场续考。
考试时，允许带一张 A4 规格的学习整
理纸，纸张样式由市教育考试院统一规定，
各校按样式规范印发给考生，考生不得使用
自备纸张并带入试场。考生在准备学习整
理纸时，必须是本人书写的，属于打印稿、复
印件或其他印刷品的，学习整理纸评分将直
接判为 0 分。
允许答题时，必须按照题号顺序在答题
卷各题目规定区域内作答，做在试题卷上或
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

孩子们在台上表演，
老师在台下示范。
照片由学校提供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梁峻波）
前天，来自鄞州区特殊教育中心的孩子们登
上鄞州姜山镇狮山剧院的舞台，用精彩的演
出征服了观众，孩子家长更是热泪盈眶。在
第 29 个全国助残日即将来临之际，他们用
出色的表演和乐观积极的态度，向大众发
声：
我们也能行！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为这
台汇演足足准备了一个学期。鄞州特教中
心的教师们，根据每一名学生的特点精心编
排节目、设计道具，只为让每一个人都能登
上舞台，展示自己。看着孩子们的表演，有
家长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孩子还能站在
这样的舞台上作精彩的表演。
“谁说特殊孩子只会被动接受？”
鄞州特
教中心校长周增辉说，特殊孩子同样懂得感
恩，同样有各种潜能。而通过学校教育，这
些孩子一定可以得到更好发展。此次感恩
汇演，主要是为了感谢长期以来悉心关怀孩
子们的教师、感谢整个社会的接纳和关爱。
自去年该校成立
“爱心联盟”
组织以来，爱心
汇、万达国际影城鄞州店、鄞州第三人民医
院、宁波市民革一支部等社会各界爱心单位
和个人源源不断为孩子们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