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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04 教育

渲染生命底色 为未成年人保驾护航
——新安县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纪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吉小平 通讯员 耿彦君 张小卡 文图

新安县开展家庭教育进校园巡演活动

又是一年开学季，再闻新
安 喜 报 传 。 2020 年 8 月 5
日，新安县教体局收到了洛阳
市教育局发来的一封特殊贺
信。在 2020 年空军招飞工作
中，洛阳市荣获全国地级市第
二名，新安录取人数占全市四
分之一，录取数量和质量全省
领先，新安一高李斌斌以优异
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在疫
情 防 控 的 特 殊 情 况 下 ，新 安
2020 年高考再创佳绩，普通
类一本上线 1127 人，
本科上线
3196 人，一本及本科上线人
数、上线率连续 15 年保持全市
第一。职业类对口高考位居
全省第一，连续 21 年位居全
市第一。
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
多年来新安县委、县政府对教
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全
县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更
得益于新安坚持数年如一日
地抓好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始终把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摆在重要的发展
位置。
近年来，该县教育系统提
高站位、
主动谋划、
改革创新，
推
进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构建立
德树人长效机制，
在抓好素质教
育的同时，
积极推动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的道德实践活动，
走出了一条具
有时代特征、
新安特色的德育工
作新路子。

建机制，为有源头活水来
未成年人作为祖国未来的
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接班人。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
坚持以构建和谐新安为
目标，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主线，
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任务，
不断健全完善
“家庭、
社会、
学校三结合”
的教育网络，
加快未成年人活动阵地建设，
切
实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着力增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全力落实保
护未成年人的各项工作措施，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落到实处，
新安县成立了
以县主要领导为组长，
以各有关
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修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
实施意见》，制订详细年度工作
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工作
责任，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反馈考评制度和专项督查制度，
狠抓薄弱环节，
使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 作 逐 步 实 现 规 范
化、制度化、常态化，为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扩阵地，多元发展涌生机
为给未成年人成长营造广
阔空间，
新安县始终大力推进未
成年人活动阵地建设。目前，
全
县已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博
物馆、
图书馆、
文化馆、
青少年活
动中心、
乡村学校少年宫等众多
公益性文化活动阵地，
尤其是青
少年活动中心、
乡村学校少年宫
的活动设施不断完善并免费向
未成年人开放，
为未成年人教育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
全县已建成30座标准化的乡村
学校少年宫，其中仓头中学、五
头镇第三初级中学、
磁涧镇第一
初级中学、
正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等乡村学校都有了自己独具特
色的少年宫活动项目，
孩子们以
学校少年宫为阵地，
积极参加音
乐、舞蹈、绘画、书法、琴艺、棋
艺、
体育、
手工制作等各种社团，
借助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
兴趣
得到了培养，情操得到了陶冶，
个性得到了张扬，
综合素养和素
质不断提升。
为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教育，
高标准建设了乡镇心理辅
导中心和社区心理辅导站（室），
不断完善内部设施，
为心理咨询
提供物质保障；
每年暑假坚持组
织学校教师参加心理健康教育
咨询师培训，
目前，
已培训300余
人次，
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良

好师资保障；
同时针对未成年人
及家长需求，
各学校都能够按照
要求开足开全心理健康教育课
时，
及时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不断拓宽的活动阵地和有
效的载体，为新安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注入了无限活
力，使新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日新月异。

创特色，百花齐放春满园
社会实践活动是学校教育
向课堂外的延伸，
是推进素质教
育、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全县上下
不断创新工作模式，
深入开展各
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扎实推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针对传统节日、法定节日、
纪念日的不同特点，将“我们的
节日”主题实践活动不断深化，
做到节节有主题、有计划、有方
案、有特色。
每年三月，县教体局坚持
组织各学校开展评选“三好学
生、模范班干部”
“ 争做文明使
者、争当美德少年”活动；清明
节期间，坚持组织全县各中小
学生开展“网上祭英烈”签名
寄语活动，表达对烈士的敬仰
之情；
“ 六一”前夕，坚持组织
中小学艺术节，为学生搭建梦
想舞台；七一前夕，积极组织
开展“童心向党”歌咏比赛，增
强民族自信心；中秋节，组织
开展“我们的节日”中华经典
诗歌朗诵比赛，对学生进行传
统文化教育；9 月 30 日是烈士
纪念日，组织师生到烈士陵园
参加公祭活动，强化师生爱国
主义教育；国庆节期间，坚持
开展“向国旗敬礼”网上签名
寄语活动。
此外，
各学校广泛开展
“我
的中国梦”主题班、团（队）日活
动和主题升旗仪式，
深入开展以
“中华魂”为主题的读书教育活
动，广泛开展“我的中国梦”征
文、
讲座、
演讲、
文艺表演等系列
活动，
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确立远
大志向，树立共同理想，为实现
我的中国梦而努力学习。

各学校还积极开展经典诵
读活动，不断创新诵读模式，将
经典诵读与早操、课堂、大课间
有机结合，融文明传承、德育教
育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铁门二中的
课前 10 分钟为经典诵读时间，
全体学生在班长的带领下集体
诵读古诗词，使诵读经典成为
习惯；正村一中的大课间活动
结束后组织学生分级段诵读
《弟子规》
《笠翁对韵》
《经典诗
词》等内容，使大课间活动更具
内涵和活力。
围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全县教育系统大力开展
“做文明有礼的新安人”
“孝老、
敬老、长孝心”
“ 少年传承中华
美德”
“ 评选小英雄、小模范”
“小手拉大手”
“ 文明交通我先
行”等教育实践活动，引导未成
年人讲文明、树新风，培养学生
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凝聚崇
德向善的道德力量，彻底告别
一切不文明行为。这些活动的
开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获
得了全县市民的一致好评。

铸品牌，硕果飘香谱新篇
为积极推进“文明校园”创
建工程，新安县文明办、教体局
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中小学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通知》，不
断挖掘学校德育内涵，丰富学
生校园生活，对评选出的一批
文明校园进行大力表彰。如
今，德育特色学校在全县不断
涌现，北关小学的“故事德育”
、
石寺二中的“五自教育”、西苑
小学的“诚信教育”、西关小学
的“赏爱教育”、新城实验学校
的“雅和教育”
、紫苑小学的“节
点教育”、磁涧小学的“快乐德

行教育”、工农小学的“尚美教
育”已经成为德育教育的闪光
名片，为文明校园的创建工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给乡村孩子创设美好的
生活环境，
县总工会、
县妇联、
共
青团、
教体局等单位纷纷创新工
作思路，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伍，
深入基层学校、
积极开展关爱留
守儿童，资助贫困儿童等活动。
教体局组织薄弱学校帮扶队，
与
乡村学校结对帮扶，
为乡村孩子
解决实际困难，
使教育精准帮扶
更具内涵、
更具爱心。
滴滴汗水花上浇，喜看来
日满园春！持之以恒的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为新安铸就
了一个又一个亮丽品牌：以普
高考成绩为外显的教育质量连
年在全市保持领先位次，新安
县先后被评为“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
“首批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
“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
人教育示范县”
“河南省教育工
作先进县”
“河南省职业教育强
县”
“河南省教育名片创建示范
区”
“河南省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县”
“河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先进县”等诸多省级以上荣誉，
树立了新安教育良好的社会形
象，成为新安乃至洛阳的一张
亮丽名片。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
当空舞。展望未来，新安县委、
县政府将会继续把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到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现代文明建设教
育的大潮中，
为新安所有未成年
人渲染出更加绚丽的生命底色，
让每一个新安孩子都能健康、
幸
福、茁壮成长，让新安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教育之花更加灿烂而
美好！

孩子们在实验初中新校区落成暨搬迁仪式上进行精彩表演

新安一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升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