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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常陪伴 学校“加鸡腿”

热心企业捐款支持学校安装空调

高三学生高考放心大胆冲
今天，距离 2022
年高考不到两周。高
中校园里，教学楼内
张贴了各式高考标
语，
“高考倒计时”在
黑板上格外醒目，高
三级老师在讲台上慷
慨激昂，传授知识，学
生们奋笔疾书，分秒
必争。
开平市全体高三
学生们斗志昂扬，为
实现梦想全力冲刺。
▲开侨中学老师在教室门口坐班，为
学生答疑解惑。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胡涛

学生斗志昂扬
努力让自己不留遗憾
凌晨六点的校园里，逐梦青春的
身影匆匆走过，读书声渐渐响起。
开平市开侨中学高三（19）班学生
郭迎秋一早就来到教学楼七楼晨读，
开始新一天的备考学习。说起高考，
郭迎秋表示：
“ 虽然学校安排的晨读时
间是六点半，但我每天六点前就会到
教学楼晨读，多留一点时间提升自己
薄弱的科目。我要全力以赴，不留遗
憾。”
郭迎秋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合理
安排学习和休息时间，同时，积极与老
师沟通，攻坚薄弱的科目和题型。此
外，她每天还安排了看新闻、散步的时
间，放松心情。
在开平市，同郭迎秋一样为高考
而奋斗的学生还有很多，他们正紧张
备考，努力让自己的青春答卷不留遗
憾。陈彦臻是开平一中高三清北班学
生，每天早晨六点，他准时起床，洗漱
完毕后赶到教室学习。说起现在的状
态，他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刚上高三时
的焦虑和紧张。
“ 有时，老师讲的内容
我已经掌握，便有目的地温习书本、看

镇街

◀开平一中举办“协力竞走”
“拔河比
赛”等趣味活动，
为学生解压。

错题，查漏补缺。”陈彦臻表示，平时，
如果学习累了，他会参加一些体育活
动，放松心情。
“每天进步一点点。”在开平市长
师中学，该校高三（18）班学生劳枝丽
正在教室里认真研读自己的错题本，
她每天用这句话激励自己前行，度过
每一个枯燥但又值得回味的日子。
她说，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她更加注
重放松心态，同时，有针对性地固强
补弱。
“ 在学校、老师还有同学们的帮
助下，我坚定了前进的方向。面对未
来，我充满信心。”劳枝丽说。

教师全天候陪伴
让考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每天下午放学后，开平市第一中
学的操场上便多出一支浩浩荡荡的跑
步队伍，其中就有开平一中高三清北
班的学生。清北班的语文老师、班主
任魏莉也在队伍中，陪着学生跑步。
为帮助学生们更好地备战高考，除了
积极做好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的教学工
作外，陪伴孩子共同度过备考的日子
也是她的重要任务。
“临近高考，学生课业以及心理压
力都较大，平时也缺乏锻炼，每天陪着

学生们跑跑步，能让学生们保持更加
会”。班会课上，每一位学生家长都以
健康的体魄。”魏莉告诉记者，她在讲
视频或文字的形式为学生送上祝福，
台上是老师，讲台下则是孩子们的朋
让孩子们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
友。
“ 早晨陪着他们晨读，白天为他们
斗。
解决各种学习、生活上的难题，晚上督
开平市风采华侨中学高三级备考
促他们休息，基本做到全天候陪伴。” 小组与该校体育老师带领高三学生跳
魏莉表示。
最近的网红健身操——《本草纲目》，
这种陪伴正在开平市各校上
缓解压力。开平一中老师组织开展
演 。 开 平 市 全 体 高 三 毕 业 班 的 老 师 “协力竞走”
“ 冲，毛毛虫”
“ 拔河比赛”
们 为 了 能 让 学 生 安 心 备 考 ，各 尽 所
等趣味活动，让同学们放松心情，释放
能，鼓励学生们变压力为动力、化挑
压力。
战为机遇，以拼搏逐梦未来。
学校严格防疫
在开侨中学，该校高三（14）班一
进行分区分时独立管理
学生因病暂时无法返校，班主任羊垂
功便每天整理好各科的练习试卷送
高考临近，面对如今的疫情防控
至学生家长手中，并坚持在线为孩子
形势，学校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分区
答疑解惑。
分时的独立管理方案是开平市各高中
同时，为缓解考生的备考压力，开
学校交出的答卷。
平市各高中学校特别举行主题班会、
据 了 解 ，高 三 学 生 返 校 后 ，开 平
大课间活动等，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充
市各高中学校严格落实封闭管理和
分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心理状态，及时
网格化管理，做到精准防控。加强校
帮助学生调整心态，在欢笑间缓解学
内重点场所防控，定期通风换气，做
生的紧张心理，助力学生以轻松自信
好环境监测、卫生清洁和消毒消杀。
的心态备战高考。
强化后勤生活服务保障，精心安排好
在开平市长师中学，高三（18）班
学生“吃、住、学、用、医”等方面的工
班主任吴素剑组织开展了“成功不设
作。
限 你我皆黑马——高考冲刺主题班
来到开平一中，下课时分，三三两

两的高一、高二学生追逐打闹，但他们
有意识地避开了高三教学楼所在的区
域。
“ 我校对高三年级与高一、高二年
级实施分区管理，严禁高一、高二的学
生跨区域活动。”开平一中校长王瑞宏
介绍，针对疫情防控，该校制定了 2022
届高三独立管理工作方案，分区分时
管理，扎实落实常态化防疫措施，实现
高三与高一、高二相对独立，减少交叉
感染风险，
保障高三备考。
据介绍，周一至周五上课时间，开
平一中对学生的放学、吃饭、回宿舍、
课间活动时间均进行错峰安排。此
外，该校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活动，不举
行全校性集会，课间活动分年级分区
域进行，体育课以班级为单位在独立
区域进行。
除了分区分时管理，日常的消毒
通风也是各校的常态化工作。开侨中
学每一天都进行体温监测，功能室、课
室也按要求进行消毒，
并定时通风。
在用餐方面，各校为高三学生提
供爱心加餐。长师中学为学生准备了
营养汤；开平一中为学生定时免费提
供鸡蛋和鸡腿；开侨中学专门为高三
学生启用订餐制度，确保高三学生能
够吃到自己想吃的菜。

学生午休
实现“冬暖夏凉”
江门日报讯 （记者/胡涛） 昨日，三埠街
道春华小学部分午休室新安装的空调投用。
中午时分，午休室内，学生在空调吹出的凉风
中缓缓入睡。据了解，为解决辖区 1.8 万名小
学生午休无空调的问题，在爱心企业的支持
下，开平为辖区 63 所学校安装 560 台空调，
计划 6 月上旬全部安装完毕。
“为解决学生午休问题，
我校安排了 11 间
午休室。这次安装的空调均为冷暖两用，
可实
现
‘夏有凉风，
冬有暖风’
。
”
春华小学校长周昂
雅说。
“有了舒适的午休环境，相信同学们学习
会更好。我代表全校师生感谢开平市委、市
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关怀，感谢爱心企业的捐
赠。
”
周昂雅表示。
据了解，为改善学生午休条件，开平市教
育局提出“平躺睡”民生工程，社会各界密切
关注并积极支持这一工作。其中，热心企业
富琳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捐赠 350 万
元，用于开平各小学购买、安装午休空调。空
调供应商海信公司也受到热心企业的感染，
捐赠了价值近 8 万元的 11 台变频冷暖空调
和 207 副空调不锈钢支架。

校园绿化覆盖率
达 69%
开平市长师中学
获评江门市“森林学校”

江门日报讯 （记者/胡涛） 昨日，记者获
悉，开平市长师中学正式获评江门市
“森林学
校”
。
据了解，开平市长师中学前身为广东长
沙师范学校，创办于 1928 年，2000 年 9 月改
办高中，更名“长师中学”。该校以建设“平
安校园、绿色校园、书香校园、和谐校园”为
目标，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努力提升办
学水平，先后获评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示范学校、广东省绿色学校、广东省防震
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广东省交通安全文明示
范学校。
据介绍，近年来，长师中学在美化绿化
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开辟“校友林”，既美化
了校园，又加深了校友之间的感情。该校还
把花草树木管护责任落实到班、落实到人，
广大师生热爱自然、爱护草木、保护环境。
目前，该校绿化覆盖面积为 53521 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达 69%，人均绿地面积 19.32 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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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镇深入开展禁毒关爱帮扶行动

助戒毒人员走出黑暗迎来新生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收
到了服务对象送来的 5 面锦
旗，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和鼓励。”5 月 23 日，开平市
金鸡镇综治办工作人员陈嘉
琪告诉记者。
据悉，近年来，为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禁毒工
作的决策部署，根据上级禁
毒工作要求，金鸡镇认真整
合辖区社会资源，改进工作
措施，创新工作方法，探索出
一套具有金鸡特色的关爱帮
扶工作模式，得到社会高度
认可。
金鸡镇持续
通过多种途径，
大力开展禁毒宣
传活动。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潘贤珍
通讯员/金鸡宣

搭建桥梁
帮助戒毒人员就业创业
李明（化名）现在有了自己的养鸡
场，每年出栏 1 万多只鸡，在自主创业
的路上，他走得越来越稳。在成功创
业之前，李明有过一段“黑暗岁月”。
当时，他是一名货车司机，收入稳定，
但被“朋友”诱导，染上了毒瘾，一度被
吊销驾照而失业在家，导致家庭关系
恶化。
金鸡镇禁毒社工得知情况后，多
次上门，对李明进行引导和教育感化，
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其间，社工得知
李明原来十分介意自己曾是吸毒人
员，惧怕重新打工谋生，萌生了自主创

业的想法。
金鸡镇是“养鸡大镇”。金鸡镇综
治办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为李明牵桥
搭线，让他得到金鸡王禽业有限公司
的技术人员指导。李明也不断努力，
如今不仅掌握了养殖技术，也拥有了
自己的养鸡场，
圆了创业梦。
像李明这样的例子，在金鸡镇有
不少。
据介绍，金鸡镇高度重视戒毒人
员帮扶帮教工作，将其作为党政工程、
民心工程来抓。该镇坚持“帮扶救助
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帮扶理念，成
立金鸡镇禁毒救助帮扶工作小组，由
分管禁毒工作的领导担任组长，禁毒
专职人员、社工以及村“两委”干部为

组员，明确职责任务，细化帮扶分工，
形成一套完整的戒毒帮扶机制。
此外，该镇还建立戒毒人员及戒
毒康复人员工作台账，实行“一对一”
清单化管理，并根据戒毒人员专业特
长、个人意愿、身体条件及诉求，提供
契合度高、发展前景好、工作环境稳定
的就业岗位，开展特色帮扶帮教工作。
以“政府牵头、社工推动、企业吸
纳、个人创业”为工作模式，充分发挥
邑康家园平台作用，依托“831 工程”就
业帮扶金鸡基地，金鸡镇先后与辖区
多家优质企业，如金鸡王禽业、圣迪乐
食品、冠能陶瓷厂等企业联系，对接资
源，搭建政企沟通桥梁，为戒毒人员提
供创业就业机会。目前，已成功安置

基地就业 5 人，扶持自主创业 8 人，推
荐企业就业 4 人。

暖心服务
戒毒到“防复吸”全过程跟进
2021 年下半年，汤文（化名）告诉
禁毒社工，作为戒毒人员，自己的三
年社区康复协议即将期满，改过自新
的他计划考取驾照。禁毒社工耐心
告诉他考取驾照需准备的相关资料
及手续流程，并在他不自信时给予鼓
励。不久后，汤文顺利拿到了驾照。
在戒毒三年间，从最开始告诉社
工“单靠自己，我做不到”，到后来一次
次与“毒魔”作斗争、一次次克服重重
困难，汤文一直得到社工的陪伴和帮

助。
“戒毒人员最需要的，是有人愿意
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陈嘉琪说，该
镇派专门工作人员进行个案跟进，以
面谈或电话访谈的形式，及时了解戒
毒人员的心理状况，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
李龙（化名）沾染毒瘾前，一直活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性格内向，
敏 感 多 疑 ，后 因 一 念 之 差 ，误 入 歧
途。在帮助李龙戒毒康复的过程中，
禁毒社工运用沟通技巧与他建立信
任关系，逐渐打开他的心扉。了解到
李龙与家人缺乏沟通的情况后，社工
多次对李龙进行面对面辅导，同时，
与李龙父母深入沟通，李龙的焦虑情
绪及与其父母的紧张关系慢慢得到
缓解。同时，社工为李龙链接就业资
源 ，鼓 励 他 找 新 的 工 作 。 今 年 1 月 ，
在政府和社工的帮助下，李龙顺利找
到新工作。
据介绍，为切实巩固帮扶成果，金
鸡镇坚持“保持操守、防止复吸、摆脱
毒瘾、彻底戒断”服务理念，积极推进
戒毒关爱帮扶工作。除了帮助戒毒人
员解决就业问题，还坚持做好跟进服
务，帮助戒毒人员解决工作、生活、心
理等多方面的问题。
此外，金鸡镇持续通过多种途径，
大力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开展戒毒康
复、帮扶救助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
罪行动，进一步铲除毒品违法犯罪滋
生土壤，净化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违法
犯罪率持续下降，社会治安环境持续
向好。
下一步，金鸡镇将继续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以服务为本质、以帮扶为核
心，进一步落细落实各项社会帮扶措
施，帮助更多社区戒毒康复人员重拾
信心，顺利回归社会，为“无毒金鸡，平
安金鸡”
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法官进村坐班
接访群众
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米”

江门日报讯 （记者/潘贤珍 通讯员/黄
健聪） 5 月 20 日，开平市人民法院
“法官工作
室”在沙塘镇下丽村正式挂牌成立。据悉，这
是该院设立的首个驻村“法官工作室”，将进
一步加强沙塘镇与法院的联动协作，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下移，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精准
化水平。
据介绍，该
“法官工作室”的成立，旨在构
建基层司法服务的联系沟通体系，打通司法
服务
“最后一米”。开平市法院安排员额法官
进村坐班、轮流接访，为居民群众提供司法调
解、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法律咨询、普法宣传
等多元法律服务，打造
“群众家门口的法庭”，
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提升群
众的法治获得感和满意度。
“驻下丽村委会‘法官工作室’的设立是
沙塘镇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在前列的具体表
现，通过以点带面、连线成片、辐射周边，逐步
健全基层诉非联动全覆盖网络，形成
‘预防在
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诉前、审理在一线’
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
真正在沙塘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沙塘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李振聪表示。
下一步，沙塘镇将以驻下丽村委会
“法官
工作室”为依托，强化诉非联动，加快建立健
全可复制可推广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持续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不断为建设和谐开
平、法治开平、平安开平贡献沙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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