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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狮山镇穆院社区的

邓先生的儿子刚上初一，放

暑假前，本想让儿子趁着今

年没暑假作业带他出去走

走，但暑假一开始，很多家长

就已经到补习班报名。“他很

多同学都报了，基本都是提

前学习初中的知识，为了下

学期能跟上，不输在起跑线

上，我们也只能被迫跟着一

起报辅导班。”邓先生表示，

最终他报了数学和英语辅导

班，一期12节课，两科加起

来花了3600元。

“这种预习新学科知识

是大班制，收费比较便宜，但

是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经济

压力还是很大。”邓先生说。

提及“双减”政策，家住

博爱社区的黎海娟表示：“这

个政策很好，孩子选择留校

做作业，效果不错，因此也停

掉了周末的补习班，一个学

期能省下8000多元，减轻家

长的经济压力，最主要的是

孩子的压力没那么大了。”黎

海娟说。

不过，黎海娟也有所担

忧。她担心减少作业和没参

加校外培训后，孩子学习的

知识量会减少，分数很有可

能会下滑。她建议减少校外

培训班后，学校可以统一组

织比如数学、英语等兴趣小

组，让有兴趣的、需要查缺补

漏的同学有老师可以问，有

地方可以学，成绩可以提升。

黎海娟的担忧也是目前

很多家长所担心的。其中，狮

城中学小学部五年级学生家

长潘春梅表示，小孩可以在学

校完成作业，孩子不懂的可以

问老师及时解决问题，且学习

氛围好。但如何利用放学

后的这段时间，为孩子查漏

补缺，能否满足每个孩子

的需求，需要进一步完善。

家长们的担心，学校

早有措施。狮城中学小学部

利用课后一个多小时，组织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家庭

作业，帮助他们复习知识、预

习新课，进一步端正学习态

度，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掌握

正确学习方法，从而激发学

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

而为了丰富服务内容，

学校开展覆盖面广、满足学

生兴趣爱好的各类社团活

动，充分挖掘和重点建设体

育训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

等兴趣小组，为学生提供

“菜单式”服务。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摄影报道）日前，贵州黔东南榕江

县中等职业学校一行5人到狮山

开展“校企合作”调研，与两家企

业达成合作意向，今后为企业定

向培养人才，实现双赢。

当天，一行人先来到广东福

迪汽车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

及生活环境、生产状况、用工需

求、招聘方向、薪资福利等，并进

入生产车间实地查看。

“我们企业80%的员工来自

于技工院校，大家在这里上班就

像在学校一样，氛围和谐融洽，并

且以老带新，帮助新进的员工适

应岗位、快速成长。”广东福迪汽

车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企业每年都会有不小的用工缺

口，非常希望能够与学校合作，定

期为企业输送人才，解决用工难

问题。

座谈会上，广东福迪汽车有

限公司与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就

未来合作方式展开讨论。“我们今

年有400多名毕业生，明年会更

多，主要是汽修、电子、计算机等

专业，如果企业可以接纳实习生，

我们回去后做进一步调整。”榕江

县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赵荣碧表

示，佛山西站开通后，榕江县到狮

山的路程只需三个小时，便捷的

交通和良好的就业环境，让他非

常期待接下来的合作。

随后，一行人来到佛山群志

光电有限公司，听了相关负责人

的介绍后，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

一行人很满意，现场达成合作意

向，并决定根据企业的所需专业，

设置订单班。

“我们可以将更换的设备无

偿给学校用，也可尝试与企业合

作，联合支持学校培养人才，然后

定向为企业输送对口专业人才，

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车间可以作

为学生的实践平台。”佛山群志光

电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深化“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南海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狮山分局（下称狮

山分局）持续抓好校企订单式人

才培养这一做法，在助力本地经

济发展、缓解企业劳动力紧缺的

同时，也为当地与周边、对口帮

扶地区的技工院校解决学生就

业问题。

为了深挖本地生源潜力，为

狮山企业解决缺少技工这一关键

性的用工问题，狮山分局同样抓

住校企合作这把“金钥匙”，将校

企合作融入到教学设置和教务管

理当中，从教学设置、教学管理上

抓起，与企业的需求放在一起，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提供技能

人才支撑。

“接下来，我们会密切跟进，

尽快促成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

与当地企业合作，深化帮扶协

作，共谋合作发展。”狮山分局副

局长黄焕英表示，为有效推动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下一步该分局

还将组织技工院校师生深入当

地重点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的用

工需求，大力推动校企订单式服

务和联合培养，与企业无缝对接

进行深度合作。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通讯员/罗佩华）“这个月底，我

们老旧小区的居民将用上管道

燃气，太好了。”9月7日，狮山镇

塘中社区党委委员林琼欢与办

事员到园丁北邨小区征集居民

管道燃气报装意愿，不少居民十

分踊跃。

报装需要什么资料？入户

需要接驳的管道谁来帮忙安

装？……当天下午，大家围坐在

一起，商讨后续的报装事宜，不

少居民很期待。

有人算了一笔账：“想装管

道燃气，但以前问过，每户至少

要五千元，负担不小。现在政府

出资，使用起来既安全，且气价

比用瓶装气便宜一半，大家积极

性肯定高。”园丁北邨小区楼长

胡秀珍说，燃气直接入户，想用

多少就用多少，再也不用担心做

饭做到一半突然没气了。

管道燃气入户，是狮山镇开

展“宜居佛山 共同缔造”行动暨

老旧小区改造一期项目的民生

工程，改造范围涉及居民约

2533户，相关费用估算总投资

近3000万元，其中思贤北邨、园

丁北邨、园丁南邨老旧小区整体

燃气改造工程投入约395万，致

力提升居民的居住环境。

记者现场看到，园丁北邨

小区每栋楼侧面都有一条管道

通到顶楼，每一层均可从厨房

或阳台将燃气接驳入户。而除

了小区内的住户，对于小区外

的四人组住宅，狮山镇房管所

也将其纳入改造范围，免费为

他们安装。

狮山镇房管所负责人介绍，

这三个老旧小区的公共燃气管

道已铺设完毕，接下来居民可自

行到燃气公司报装，申请安装户

内燃气管道。其中，园丁北邨、

园丁南邨两个小区主管即将接

入，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

司将在9月下旬在小区设宣传

和登记处，接受居民咨询和登记

管道天然气报装。

预计本月底，园丁北邨、园

丁南邨小区的居民们，就能用上

管道天然气，彻底告别多年来用

瓶装气带来的不便。

老旧小区“瓶改管”工作，

是狮山镇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解

决群众关心的燃气安全问题相

结合的举措之一。为满足老旧

小区群众的便捷用气需要，狮

山镇加大力度推进老旧小区

“瓶改管”工作，截至目前，狮山

已有1765户完成“瓶改管”，接

下来还会铺开改造59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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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校外学科类

培训的广告弄得太压抑

了。”“以前辅导孩子作业，

忍不住就会发火，现在做

完回家，孩子家长都轻

松。”对于“双减”政策出

台，许多狮山家长表示一

直绷紧的心终于得到释

放。

9月7日晚，吃完晚饭

复习了一会儿功课的狮山

中心小学学生叶梓珊（化

名），约上几位同学到篮球

场打球，之后还玩起抓人

游戏，家人则在健身器材

上运动、或在旁边的广场

散步。

这得益于狮山镇彻底

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各

所学校推广落地，让孩子

开心、家长轻松。“我们把

周末的学科补习都退了，

现在感觉没有任何压力，

还省下一笔补课费。”狮城

中学小学部五年级学生家

长周先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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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月底用上管道燃气

■南海区就业服

务中心、南海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狮山分局陪

同学校到企业车

间了解情况。

“减负虽好，但作为家长还是

有些担心！”潘春梅表示，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既要严管校外培训机

构，更要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学

生在校内学得好了，家长的焦虑

就少了。

狮山镇博爱第一小学学生家

长聂小姐认为，近年来，很多家长

把孩子的提前学习进度或参加

“奥赛”学习进行“较量”或“攀

比”，让很多孩子不堪重负，很难

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而“双减”政

策的目的，就是减轻学生的作业

和课外辅导负担，降低家长的焦

虑，让孩子快乐学习。

“我们要上班，没有时间接孩

子便放托管班，但始终不理想，自

己带又累。现在孩子所有作业在

学校完成，每天就可以抽出一个

多小时看看书、参加户外运动，还

可以早点上床睡觉，节奏慢了，孩

子能更健康、更快乐地成长。”聂

小姐表示，“双减”政策落实得好，

幸福感也提升不少。

狮山镇博爱第一小学校长梁

润波表示，如何做好“双减”工作，

还需一段时间的探索，为此，学校

9月份以基础教育阶段为试行

期，目的就是在推行中

不断根据实际做调整，

更重要的是广泛征集家

长的建议。

“以前是4：30放学，现在改

为6时，时间长了担心有些孩子

会厌学，老师延迟下班长期下去

也会导致疲惫，从而影响教学质

量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考

虑的。”梁润波介绍，如何让孩子

在快乐中学习，该校计划从10月

8日起，实行大课间，根据老师实

际情况及特长，开设兴趣班，在做

完作业后，孩子们可选择自己喜

欢的课程，如篮球、绘画、音乐等，

让孩子实现综合发展。“这学期开

学我们就赠送了每位学生盆栽、

种子等，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兴趣

班做铺垫。”

树本小学何老师表示，“双

减”政策一方面能够减少学生的

学习压力，另一方面减少普通家

庭的经济负担。但需要提醒的

是，不仅学校和老师，家长也需要

跟上节奏及时调整，不能让孩子

在学习压力减少的情况下，转而

把空出来的时间去玩手机游戏

等，应该及早规划，安排些有意义

的家庭节目及培养兴趣爱好。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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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认真上课。 受访者供图

■新学期，孩子

减负更开心。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