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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学前教育宣传月即将开启
歌舞表演、绘画作品展、课程建设研讨……一大波精彩活动即将来袭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通
讯员/万贞妮）想欣赏由南海各幼
儿园精心准备、富于童趣又不失
优美的歌舞节目吗？想一览老师
和小朋友们倾力创作的绘画作品
吗？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为南海
区学前教育宣传月，南海区教育
局将联合各镇（街道）教育局，通
过举办师幼优秀绘画作品展览、
师幼风采展示、幼儿园课程建设
研讨会等，展示南海学前教育的
发展成就，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师
幼成长、支持推动学前教育发展
的良好氛围。
一直以来，
南海践行
“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
探索多种形式办
园，
推进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覆盖
城乡、布局合理、公平均衡的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全区
共有幼儿园 380 多所，其中普惠
性 幼 儿 园 280 多 所 ，占 比 约 达
74％，学前教育水平走在全省前
列。
今年的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
为“科学做好入学准备”，启动仪
式将于 5 月 22 日在南海区美新国
际幼儿园举行，其目的是引导广
大教师和家长树立科学理念，尊
重幼儿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关

注幼儿身心全面发展，将入学准
备教育贯穿幼儿园教育的全过
程，为幼儿今后的学校生活做好
准备，为其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素
质基础。
在宣传月期间，
“南海美童心
绘”师幼优秀绘画作品展览和南
海区幼儿园师幼风采展示等活
动，将为幼儿园师生提供一个自
我展示及自我提升的舞台。
2018 年“南海美童心绘”师幼绘
画比赛部分获奖作品将公开展
览 ，而 师 幼 风 采 展 示 则 将 汇 聚
2018 年南海区幼儿网络故事大
赛、2019 年少儿艺术花会优秀节

目作品，集中呈现全区幼教人的
美育智慧，对家长而言是一次难
得的亲子交流机会，对教师而言
则是一次难得的专业学习提升机
会。
除了精彩的节目和展览活
动，课程建设研讨会也是宣传月
期间的重磅活动之一。该研讨会
通过青年教师授课、相关专家点
评等形式，对幼儿园日常教学管
理内容进行探讨，是南海区学前
教育界的一次“好观点碰撞会”，
对南海区学前教育水平提升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活动期间，南海区教育局还

将邀请名校长、名园长参加幼小
入学准备学习培训会和“双向衔
接”交流座谈会，为家长树立科
学的育儿知识理念，让家长形成
正确的入学准备理念。家、园、
校三位一体，三方联动，合作助
力 幼 儿 科 学 入 学 。 届 时 ，名 校
长、名园长将在培训会和座谈会
上给家长们、老师们“支招”，针
对幼升小现状，分析国家学前教
育发展趋势和相关指导政策，结
合南海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
展特色，帮助大班幼儿做好入学
准备，实现幼儿园到小学的自然
过渡。

2019 年南海区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业院校校园创客节开幕

职校学生秀才艺 特色专业展风采
5 月 15 日上午，2019 年南海区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业
院校校园创客节在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下称南海一
职）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职校生大展才艺引人注目，由
各职业院校特色专业组成的 35 个展位也十分吸睛。未来
一个月内，各校将举办异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展示学校的办
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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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秀出专业技能
学校教学硕果累累

启动仪式上，动感的街舞啦
队伍获得好成绩。我觉得参加这
啦操、清新的茶艺表演、余韵悠长
次活动能锻炼自己，学到很多知
的汉服秀……各职业院校学生代
识。
”
表纷纷登台，为观众带来精彩表
启动仪式上还举行了
演，全面展示了职校学子的活力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与风采。
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中职组）
除了通过才艺向社会各界展
一等奖颁奖仪式，集中展现南海
示职校生风采外，各职业院校还
中职教育发展成果。南海区中
在南海一职的校道设置了 35 个
职学子在 2018～2019 年度广东
展位，展示学校的办学成果，如
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3D 打印、护理义诊、茶艺展示、新 （中职组）中勇夺 17 项省赛一等
能源汽车体验、烹饪展示、玉石手
奖，11 项省赛二等奖和 14 项省
工雕刻等，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
赛三等奖，其中获得省赛一等奖
的印象。
的 学 生 共 36 人 ，是 去 年 的 2 倍
在诸多展位中，南信校园电
有余。在刚刚结束的 2019 年全
商 O2O 营销达人大赛也在火热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进行中，
学生进入实战演练环节， 电气安装与维修项目决赛中，南
并为自己的队伍拉票宣传。南海
海信息技术学校喜获国赛金
信息技术学校电商专业学生欧堯
奖。这是时隔 7 年后，南海区再
英说：
“我们今天出来做这次营销
次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活动，
大家都很努力，
希望自己的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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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职校将开放校园
提供职业体验展示教学成果

“做玉雕讲究顺势而为，
要将
它的纹理运用自如，才能把它做
到完美做到极致。当年为了尽快
熟练玉雕技艺，我每天至少要练
习十个小时。只有喜爱自己的行
业，它才能回报你。”活动邀请到
2019 年“南海大城工匠”
、佛山市
六子珠宝有限公司设计总监郭建
军作经验分享，他呼吁社会各界
关注技能人才培养，为职校学子
树立行业自豪感和就业自信心。
邀请行业佼佼者到校为学生
作专业指导，已经成为职校丰富
教学资源和教学方式的重要手
段。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专业是
南海一职的特色专业之一，现已
开办 8 年，依托平洲、四会两大玉
器市场和石湾陶瓷产业基地培养
人才。
“ 在今年的职业教育活动
周，我们将开展能工巧匠进校园

活动，邀请工艺美术大师到校为
学生开讲座，弘扬工匠精神。”该
专业指导老师流本春介绍。
除了南海一职 的 工 匠 进 校
园活动，未来一个月内，区内 9
所中高职院校将面向中小学生
及其家长、社区群众开放校园，
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职业
体 验、成 果 展 示 和 校 园 文 化 展
示，开展“劳模进校园”
“ 优秀职
校生校园分享”，以及“志愿服务
进社区”等活动。
此外，南海职教“政校行企”
协同创新联盟“深化职业教育改
革”
交流会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主题推介活动也将陆续展开，全
面展示南海推进现代职业教育综
合改革的成果，进一步营造全社
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
围。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师生展示自制的全电动车。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在展示调饮制作。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南海首届小篮球赛
昨日落幕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通讯
员/杨炯恩）
“我以后想当体育特长生！
”
昨日，
“小篮球，
大梦想”
2019年南海区
首届小篮球比赛落幕，
颁奖现场，
男子
甲组冠军代表队——大沥实验小学队
员孙钰翔说道。
该比赛为期 3 天，38 所小学组成
79 支队伍，
分为男子甲组、女子甲组、
乙组，
经过 117 场比赛的比拼，
最终大
沥实验小学夺得男子甲组第一名、大
沥盐步中心小学夺得女子甲组第一
名、
桂城灯湖小学夺得乙组第一名，
进
入八强的队伍分别有一名选手获“篮
球之星”
称号，
共24名。
篮球运动在南海区有着深厚的群
众基础，在校园里也是学生喜爱的运
动之一。为了传承南海良好的篮球文
化，有针对性开展适宜儿童少年参加
的体育锻炼项目，同时响应国家体育
政策，
在幼儿园、
小学推广普及小篮球
运动，
南海特举办此次活动。
15 日下午，在大沥的 BNS 体育
馆，
小队员们正在裁判员、
教练的指引
下开展激烈的比拼。据主办方介绍，
之所以称之为“小篮球”，是因为现场
的篮球架和篮球大小都是根据参赛队
员特别定制的，
遵循幼儿、
青少年的年
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让小学生们
得到适当的锻炼。
“为了准备本次比赛，
我们的队员
从这学期开始训练，每天下午的大课
间训练半小时，
主要学习运球、
传球以
及打比赛的战术。
”
南海外国语学校体
育辅导老师崔小勤介绍，该校这次共
有三支队伍参加比赛，参赛队员均为
三年级学生，都是根据其兴趣爱好进
行选拔然后开展集训的。
“人人都有一项健体专长，
这是我
们学校
‘新六艺’
教育理念的一部分。
”
南海外国语学校副校长李西鹏表示，
学校积极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
资源，
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
确保学生
在校有足够的运动时间，让学生从小
能接受各种正规的体育训练。
接下来，
南海区将推动各幼儿园、
小学把小篮球运动作为推进素质教
育、
引领学校体育改革创新的突破口，
通过开设小篮球课、建立班级联赛机
制、
创建小篮球文化、
举办校园小篮球
节等系列活动，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
校园小篮球运动中来，把校园小篮球
运动贯穿于学生的课上课下，贯穿于
学生的校内校外。

2019 年南海区职业教育活动周精彩活动（部分）
单位名称

活动名称

南海区教育局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2019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南海区卫生
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南海区选
5 月 18 日
职业技术学校
拔赛现场决赛
南海职教“政校行企”协同创新
5 月 21 日上午
南海校区
联盟“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9：00~12：00 图书馆三楼
交流会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第八届科技文化节

4 月 ~6 月

环保学院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五四青年节 - 新时代新青年”
综合展演

5 月 16 日晚
19:30~20:30

南海校区
文体馆

南海开放大学
(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南海校区）

SYB 创业培训

5 月 16 日全天

汽车学院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第五届全国互联网 + 创新创业大
赛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校
内初赛

5 月 16 日下午

信息学校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端午节经典诵读活动

6 月 11 日下午
15：20

信息学校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创客作品、学生作品、
社团作品成果展

6 月 12 日上午

盐步职校

“万紫纤红 斗丽争妍”设计大赛
6 月 14 日上午
暨服装专业毕业设计作品动态展

盐步职校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校内护理、药学、
康复专业技能竞赛

5月9日~
5 月 24 日

教学楼大堂，
康复实训室，
实训楼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志愿服务队进社区活动

5 月 17 日

校外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大城工匠进校园

5 月 5 日 ~11 日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2019 年学生技能节

5~6 月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能工巧匠进校园活动

5 月 27 日
~31 日

九江职校
官窑、
松岗校区
官窑、
松岗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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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强强联合
为南海提供优质职教供给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联系
最直接紧密、
贡献最直接、
作用最
明显的一类教育。近年来，南海
区的职业教育坚持
“服务发展、
促
进就业”
的办学方向，
通过成立南
海区职业教育
“政校行企”
协同创
新联盟、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
学、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布
局、实施中高职一体化发展等办
法，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加快培养地方产业发展急需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竭力提供优质
的职业教育供给。
活动当天，南海区第一职业
技术学校汽车模具产教研中心、

精密仪器产教研中心、日立电梯
工程人才培养基地，南海区九江
职业技术学校校企合作数控模
具人才培养基地等 10 个产教研
中心和校企共育人才培养基地
正式揭牌成立，为持续深化产教
融合、推动校企合作打下坚实基
础。
在南海一职的产教研中心，
记者看到，企业外派到学校的技
术人员在教学生操作仪器，一起
制作汽车模具。
“目前，我校主要
与摩德尔精密口腔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和华达高木模具有限公司合
作，成立了人才培养基地和产教
研中心，
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对接：
一是学校老师和企业工程师一起

研发产品，目前已有产品申报专
利；
二是学生的技术学习，
企业派
人到学校进行教学，学生毕业后
优先到该企业就业。
”
南海一职汽
车模具产教研中心负责人黄伟锋
介绍。
启动仪式上，南海区中小学
职业启蒙教育基地也正式落地南
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对于创
建职业启蒙教育基地，盐步职校
校长焦玉君则坦言，
学校从 2017
年就已经开始筹划，
“2018 年我
们已经制定好了相关课程，主要
目的还是服务中小学，给中小学
生一个职业体验的空间，引起他
们的兴趣，甚至影响他们今后的
职业选择。
”

文/珠江时报记者 罗炽娴 通讯员 李婷

“扫黑除恶篇”
——

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举报人安全受保护

■案情回顾 张某、罗某伙同他
人，
组成团伙从事追债活动，
在接到追
债委托后，
多次拦截、
恐吓债务人，
影响
债务人的工作、生活秩序，情节恶劣。
为了向债务人追债，该团伙通过发送
手机信息等方式威胁、
滋扰债务人，
又
在债务人居住地派发追债传单，甚至
在债务人小汽车偷装 GPS 追踪器，
并
驾驶车辆对债务人进行拦截追债。
2018 年 3 月，公安机关接到相关
群众举报后，
在大沥镇、
狮山镇分别抓
获张某、罗某，扣押手机、匕首、伸缩
棍、GPS 追踪器、喷射防卫器、催泪喷
射器等物。经南海法院审理，
张某、
罗
某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和八个月。
■部门说法 南海区扫黑除恶办
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线
索，
并始终将举报人的安全放在心上，
坚决严格落实《保护涉黑涉恶犯罪线
索举报人若干规定》，
对举报人、
证人、
鉴定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结合实际
评估，
采取保护措施，
让敢于举报的正
义群众没有后顾之忧。例如，在线索
核查及案件侦查、
起诉、
审判等各个阶
段，
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禁
止特定人员接触被保护人；对被保护
人的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等。此外，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不法
分子，将依法严惩；对因违反纪律、失
职失责导致举报线索泄密的公职人
员，
将发现一起、
严查一起，
绝不手软。
■相关链接 5月17日至19日，
南
海区普法办、
南海区扫黑除恶办将联
合举办
“扫黑除恶治乱 创建平安南海”
南海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微信学法大
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华为平
板电脑、
微信红包、
电影票等丰厚奖品，
详情可关注
“南海普法”
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吕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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