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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在家也能聆听
名师授课

教育周刊 A08

聚焦梦想
夏令营来了一群
中西部娃娃

“甬上云校”
推出幼小衔接和
职业规划系列直播课

孩子9月即将成为小学新生，
暑假该做哪些准备？高中生该如何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为
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今年暑期，
宁波智慧教育互联网学校
“甬上云校”
推出了幼小衔
接和职业生涯规划两项系列课程，
邀请名师名家做客直播间，
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在家也能
聆听名师授课。

9 位名师名家做客直播间
今年暑期，
“ 甬上云校”推出两大系列新课
程，分别为满足家长需求的幼小衔接系列课程，
以及主要面向高中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系列课程。
幼小衔接系列课程共 10 节，从 7 月 8 日起
至 8 月 14 日，每周一、周三上午 10:00-10:30
与大家见面。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副校长童
含，镇安小学校长顾秋红，曙光小学高级教师娄
冬芳，高新区实验学校高级教师毛小英，中学高
级教师茅燕琴等 5 位名师，将围绕幼小衔接进
行授课，内容涉及指导孩子体育锻炼，入学前的
心理引导、生活准备、时间管理等，让家长们在
暑期就做好充足准备，帮助、指引自己的孩子在
开学后尽快投入到学习生涯中。
职业生涯规划系列课程共 6 节，从 7 月 12
日至 8 月 23 日，授课时间为每周五上午 9:30-

11:30。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学生发展处主
任潘怡红，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业指导
委员会生涯规划教育组成员谢文婷，中学高级
教师陈琼，心理咨询师程雪峰等 4 位名师、专家
将带领大家从认识性格、发现兴趣开始，指导大
家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专业，提前进行规划职
业生涯。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是首次引入职业生涯
规划系列课程。据宁波市学校装备管理与电化
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少考生在填报大学
志愿时很盲目，
往往听从父母意见或者跟风选择
大学“热门”
专业，忽视了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因
此，
今年暑期特别在
“甬上云校”
增加了职业生涯
规划方面的课程，希望学生们尽早规划好人生，
少走弯路。

家长说，课程内容非常实用
“虽然跑步是最基本的运动，但也需要掌
握正确的锻炼方法，一年级新生在练习时，建
议 家 长 关 注 这 几 点 ……” 7 月 8 日 上 午 10:
00，“甬上云校”幼小衔接系列直播课第一节
课开课了。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副校长童含端
坐在摄像机前，向网络另一端的家长、孩子们
讲解适合新一年级孩子的体育锻炼内容，以及
家长应该注意的指导方式。
“我家孩子 9 月份就要上小学了，暑假这么
长时间待在家，我们也不知道该做哪些方面的
准备。”家住宁海县城的张妈妈显然有些着急，
在得知“甬上云校”推出幼小衔接直播课后，当

天一早就守在了电脑前。
听完童老师的课，她觉得非常实用，为自己
解开了心结。对于接下来的幼小衔接系列课
程，
张妈妈也表示会准时收看。
“甬上云校”
是一所主推教育直播的网络虚
拟学校，通过开设“名师直播间”，在节假日、周
末期间邀请名师当主播，免费在线授课，实时解
疑答惑。根据师生、家长需求，
“甬上云校”
名师
直播课定期推出系列直播课程，课程内容除学
科辅导外，还有安全教育、创客教育等素质类课
程，以及高考志愿填报、入学升学衔接课等满足
家长需求的指导类课程。

夏令营足球联赛
为期一周的第七届“华茂·彩虹计划”公益夏令
营正在华茂校园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168 名学子
参与其中。
“今年的夏令营，
提高了中西部困境、留守
儿童的比例，我们想送给他们一把启迪梦想的钥
匙。
”
一位负责人介绍。
7 月 9 日，彩虹公益夏令营邀请了浙江省青年联
合会的杰出青年代表，
为夏令营营员及宁波的青少年
开展一堂“浙江青年说·我与梦想有约”讲座。电影
《战狼 2》的原型人物——王粤先生现场开讲，
他回顾
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和战狼岁月，让在场观众热血沸
腾。他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
掌握知识和本领，
长大
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公益圆梦活动中，孩子们的梦想从获取变成了
付出，
有为环卫工人送水、走访孤儿院等。这些梦想
由宁波市“创二代”的企业家们担任圆梦使者，带着
孩子们去圆梦。
“在行动中，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付出
才会有回报’
的意义。
”
一位来自贵州的小营员说。
据悉，
今年的公益夏令营，
与
“精准扶贫”
工作相
结合，提高了中西部困境、留守儿童的比例。其中，
30 名来自新疆库车的孩子，30 名来自贵州黔西南州
贞丰县、兴仁市的孩子，
在龙永图创立的蓝图公益基
金会推荐下，20 名来自湖南株洲井冈山革命老区的
孩子也来到夏令营，再加上宁波市周边困境留守儿
童，共 128 名。通过招募选拔，又有 40 名宁波城市
儿童加入。
公益夏令营在课程在保留“赤、橙、黄、绿、青、
蓝、紫”的大框架前提下，为增加中西部娃娃对宁波
这座城市的了解，安排了众多体现宁波“书藏古今、
港通天下”城市名片的相关活动，如参观天一阁、宁
波港口博物馆、观看
“甬秀”
等活动。
据悉，
七年间，
“华茂·彩虹计划”
打造出了
“公益
夏令营”
“彩虹之家”
“公益之旅”
等公益项目。目前，
基金会已累计投入 1100 万元公益资金，惠及 3000
余名外来学子，并在浙江、贵州、云南等偏远山区建
设了 10 所彩虹之家。
吴彦 杨筱 朱麟华 文/摄

如何收看直播
市民朋友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进入“甬
上云校”
观看直播。
第一种：关注并打开“宁波智慧教育”微信
公众号，点击“走近我们”栏目中的名师直播选
项。进入名师直播室，在“课程广场”中找到相
关视频并点击观看。
或者，打开宁波智慧教育网站：www.nbsedu.com，点击网站首页上的悬浮窗。进入名
师直播间，点击“课程广场”
，找到相关视频并点

击观看。
据悉，
“甬上云校”名师直播课自 2016 年暑
期开课以来，广受家长和师生们的欢迎，已推出
约 650 节课程，收看人数超过 150 万。中高考
专题辅导、新生入园入学“人生第一课”等课程
广受欢迎，出现万人同听一堂课的盛况。这样
的方式让学生假期在家也能接受名师辅导，促
进了名师名校资源的流通、共享。
吴彦 叶赛君

中学生
“探访”
垃圾转运站

甬舟签署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近日，宁波市教育局与舟山市教育局在长
期合作的基础上，签署 《甬舟教育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以更高站
位、更宽领域、更高质量、更深合作来推进甬
舟两地教育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深化七个方面的合
作。
建立政策互鉴机制，就教育领域改革发展
重大政策制定与实施开展多领域战略合作，协
调同步、优势互补；推进教育信息资源共建共
享，加强“智慧教育”学习平台、
“云课堂”、公共
应用服务平台等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共
建共享，推动甬舟教育数字资源交流互通；构架

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构建甬舟中职（技工）学
校教研训一体化发展机制，探索甬舟一体化的
职业教育集团（联盟）、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共
同体建设；深化特殊教育“甬舟共育”
合作机制，
深入推进舟山籍听障儿童少年以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委托宁波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培养工作；加
强国际化办学交流，支持舟山教育行政部门和
有关院校代表参加中国（宁波）——中东欧教育
合作交流会，支持舟山有关院校成为“一带一
路”
产教协同联盟、丝绸之路商学院联盟等联盟
的成员；还将组织两地学生研学教育实践活动，
加强干部教师协同培养力度，推进两地教育高
端人才协同培养。
张士良

趁着假期，兴宁中学 106 班的同学们走进鄞州
区定桥固废转运站参观体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大家参观了卸料大厅、转运大厅和中央控制室。
通过中控室的大屏幕，观看了垃圾分类、收集、转运
的过程。同学们表示，
此行受益匪浅，
会带动身边的
人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共建美好生活。
吴彦 汪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