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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本报讯（记者 冯红林）5月 6
日，咸阳市委、市政府与陕西交控
集团在咸阳市举行了西兴高速改
扩建项目咸阳互通式立交工程合
作签约仪式，旨在共同推进西兴改
扩建项目进度，助推西安至咸阳一
体化和西安都市圈建设。

咸阳市委书记夏晓中、市长冷
劲松，陕西交控集团董事长张文
琪、总经理孔庆学出席活动。冷劲
松表示，西安至兴平段改扩建项目
及咸阳互通式立交工程，是加快西
安—咸阳一体化进程的具体行动，
广大群众十分期盼。全市各级各
相关部门要把服务保障项目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主动加强与交控集
团沟通汇报，严格履行协议，高标
准、高质量做好项目涉及的手续办
理、征地拆迁、环境保障等各项工
作，把西安至兴平段改扩建项目建
成连通西安、咸阳两市的“主动
脉”，把互通式立交工程打造成展
示咸阳城市形象品质的“南大门”。

孔庆学表示，作为陕西省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交控集团
将深度融入咸阳、服务咸阳，年内
开工建设西安至兴平、西安至永寿
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明年上半年
开工建设延西线铜川至西安改扩
建、乾县至周至高速公路项目，“十

四五”末开工建设西安大环线北段
高速公路，总投资达 433亿元，总
里程 283公里。同时，集团公司把
咸阳作为重要目标市场和重点投
资区域，加大在交通基础设施、市
政工程、片区开发、乡村振兴等领
域的投资力度，全方位服务和支持
咸阳加快建设现代化“西部名市丝
路名都”，构建高水平合作共赢的
新格局，打造政企合作的新典范。

据了解，咸阳互通式立交工

程，是西安至兴平改扩建项目中
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控制
性工程，是咸阳市主城区的南大
门，立交采用苜蓿叶方案，在秦
皇大道东西分别设置两个入口
和两个出口收费站，车道总数 32
个，出入匝道与秦皇大道相接，
工程总投资 6.5亿元。咸阳互通
式立交工程的建设，将大幅提升
西安、咸阳城际通道服务水平，
助推西咸一体化。

时下正是桑叶旺盛生长，春蚕
养殖的最佳时节。5月 7日，记者
在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看到一片
片桑树绿意盎然，有的桑田上还挂
满了黑紫色的果实，粒粒饱满，十
分诱人。游客在果桑园采摘，养殖
户在家里细心“伺候”着蚕宝宝，人
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
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把桑蚕养殖作
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桑蚕产业也因投资少、见效快、效益
高等特点而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

“新丝路”。
养蚕大户赖真彩夫妻二人从

1984 年开始养蚕，在政府的支持
下，通过蚕桑服务队的技术指导，修
建了大规模标准化养蚕室，并且尝

试了小蚕共育的养蚕模式。去年小
蚕共育有700多张，大蚕有60张，纯
收入突破15万元。

该村党总支部书记刘家满介
绍，村里有养猪、养鸡、养蚕三大传
统产业，脱贫后开始做桑旅融合，目
前建成有500亩果桑采摘园，200亩
桑品种园，果桑有 12个品种，养蚕
接近 6000张，当地村民去年人均收
入已突破 2万元，养蚕收入和果桑
加工收入超过1亿元。

下一步，该村还将鼓励外出务
工年轻人返乡参与到村里的产业里
来，把当地蚕桑规模再扩大、桑园再
提升，让老百姓实现推窗见景，开门
迎客，就地转岗，真正做到在家门口
就能赚到钱。

本报记者屈雅晴

本报讯（倪小红 记者 张永宁）
近日，全国煤炭行业共青团工作
指导和推进委员会下发表彰文
件，对 2021年全国煤炭行业共青
团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
彰。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青
年智创团”荣获“2021年度全国煤
炭青年五四奖章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二号煤矿掘进一队团支部
荣获“2021 年度全国煤炭行业五
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一号煤
矿 掘 进 五 队 职 工 索 王 博 荣 获

“2021 年度全国煤炭行业优秀共

青团员”荣誉称号。
近年来，黄陵矿业公司坚持“服

务青年，服务企业，服务大局”的工
作原则，积极搭建青年思想引领、青
年人才培养、青年创新创效、青年安
全服务、团干技能提升、团青文明共
建等六大青年服务平台，积极实施

“青字号”品牌活动，依托“岗位练
兵”“技术比武”“师带徒”等有效载
体，打造青年成长成才平台；组建青
年突击队，参与身边安全隐患自查、
建言献策，为公司降低成本提高效
益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 杨琪） 为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
年，展现当代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蓝田县初级中学“名校+”
共同体团委举办了“团旗绽放光
彩，百年奋斗青春”演讲比赛。

活动由蓝田县初级中学八年
级学生成静怡和曹泰淋主持。通
过激烈的初赛角逐，从七、八年级

的 30组选手中选出了 16组选手
进入决赛，16组参赛选手现场分
别进行了慷慨激昂、精彩纷呈的
演讲。他们有的回望共青团百年
历史，将共青团的成长足迹娓娓
道来；有的给大家分享历史长河
中，为国为民、流血牺牲的先驱者
的故事；有的讲述了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坚守一线的逆行者的

故事，勉励青少年要敢于担当使
命，奋勇向前，做新时代的好青
年。经过选手们一番激情洋溢的
演讲，评委们评出了本次演讲比
赛的获奖选手。

评委组郑妮娜老师表示，希望
广大同学将自己的铮铮誓言化为
行动，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
任，胸怀理想，志存高远。

蓝田县初级中学“名校+”举办主题演讲比赛

2022届毕业班有 5个学霸宿
舍集体圆梦，其中 8#A227宿舍 3
人同时考取双一流名校，给排水科
学与工程专业 1802班考研录取率
超过 50%……随着各高校研究生
复试录取工作的结束，西安工程大
学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学院考研
录取率再创新高，学霸宿舍、学霸
班级相继涌现。

近年来，西安工程大学城市规
划与市政工程学院将学风建设工
作重心下沉到宿舍，把宿舍从生活
场域向文化、教育场域升级，通过

宿舍微课堂平台，聚焦学生学涯规
划、朋辈互助、学生干部培养以及
思想引领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全
过程育人。

“宿舍微课堂”学风建设平台
通过跟踪课程不及格率，分析不及
格率的聚集点、变化规律及原因，
对学生全周期开展警示教育，鼓励
各宿舍开展重难点科目习题讲解，
同时引导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借
力“三全育人”导师团导师开展项
目课题研究，提升学生科研能力。

学院推行“宿舍周例会”制度，

引导各宿舍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
机制，对宿舍间不同宿舍文化、氛
围等方面进行对比交流，相互激励
影响。辅导员通过互动交流及时
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巩固师生情感
纽带。同时，通过“宿舍微课堂”把
宿舍长、副舍长纳入班干部培养序
列，从优秀宿舍长、副舍长中优先
选拔班干部，宿舍已成为学院学生
干部培养的蓄水池，扩大了班干部
的覆盖面，筑牢了班干部的群众基
础，加强了班级凝聚力，助推了班
级学风建设。 本报记者农思思

西安工程大学

“宿舍微课堂”结出“丰收果”

“早上，我把妈妈从温暖的被
窝里拉了出来，妈妈说‘我再睡 5
分钟，马上就起来。’我一下子就笑
了出来，因为平时我就是这样赖床
的。”这是长安南路小学三年级（4）
班刘禹熙和妈妈互换身份一天后
写在作文里的话。

最好的教育，莫过于亲身体
验。日前，雁塔区长安南路小学的
孩子们亲身体验了妈妈一天的行
动轨迹。和妈妈换岗，对孩子们充

满了挑战，体验妈妈一天的行动轨
迹：铺床、叠被、买菜、做饭、洗衣、
洒扫庭除、伺候花草。

三年级（3）班杨安哲体验了铺
床、拖地、洗衣服、检查作业后，发
自内心说道：“本以为当妈妈挺爽
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真正体
验过一次后，我觉得当妈妈真的是
太不容易了。妈妈的一天是那么
的辛苦，那么的劳累，以后我应该
要多体谅妈妈，多帮她做家务事，

不要让妈妈太过于劳累，也不能对
妈妈不礼貌，这样妈妈才会有快乐
开心的每一天。”四年级（1）班尹芊
茜表示：“今天干了很多事，感觉腰
酸背痛，忙忙碌碌的又好像没有任
何成绩。妈妈的一天是繁忙的、琐
碎的，我体会到了妈妈的辛苦，我
以后要帮助妈妈做力所能及的
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妈妈的事
情帮着做。”

本报记者杨琪

和妈妈“换岗”的一天

本报讯（记者 吕云涛）5月 7日
上午，讲武殿小学春季趣味运动会
在孩子们的期盼中拉开了帷幕。
此次趣味运动会以“我运动，我健
康，我快乐”为主题，旨在通过一系
列兼具趣味性和挑战性的运动项
目，在“双减”背景下有效落实“五
育并举”，促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勇敢通信兵”——一、二年级
的运动员们从起点开始起跑，到障
碍处匍匐前进，小小的身影勇敢地
跨过一个又一个路途障碍，用最快
的速度把“信件”送到对面小伙伴
手中。“企鹅漫步”——三年级的运
动员们在腋下及胯下夹三个球，全
身动作协调一致，像小企鹅一样蹦
跳着迈向终点。“摸石头过河”——

告诉四年级的孩子们没有走不完
的路，没有过不去的坎，坚持到底
就是胜利。“十人十一足”——五、
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十人一
队，相邻两人两脚互绑，在嘹亮整
齐的口号声中“一二、一二、一二
……”正迈着青春的脚步向未来走
去。“赶小猪接力”——“加油、加
油”六年级的运动员们从起点开
始，挥动着手中的接力棒，把“小
猪”绕过标志杆，你来我往，用最短
的时间取得比赛的胜利。

校长石军茹表示，学校将以运
动会为契机，引领全体师生牢固树
立“健康第一”的思想，鼓励师生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从而把“更快、更
高、更强”的体育运动精神融入到学
习、工作和生活中去。

“你瞧！孩子们举起小锄具，栽
下粒粒花籽，小小的希望被埋进土
里。”5月 7日上午，莲湖路小学“莲
芯绿苑”劳动实践基地开园启动。
这片“莲芯绿苑”，以“厚植劳动精
神，培养劳动素养”为主题，成为“双
减”背景下劳动教育为学生成长“赋
能”的一次有益探索。

“立德树人、实践育人”。坚持
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莲湖路
小学的探索目标。在这样的背景
下，“莲芯绿苑”应运而生。

莲湖路小学办公室张主任在
启动仪式上作了精彩的动员，“希
望孩子们通过劳动实践教育，发
扬吃苦耐劳的精神，掌握劳动知
识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同学们在种植过程中不仅要比种

植结果还要比种植过程，所以要
用心观察，及时记录植物的生长
过程。”

随后，各班的种植小组成员领
取了种植工具以及各班植物生长记
录册，学校为每班开辟了一畦菜地，
实行“包产到班”。老师们带领孩子
们，通过小组探讨、小组实践的方
式，了解植物的分类、种植方法，拓
展植物价值。孩子们在劳动实践环
节，认真翻土、挖坑，按照要求种植
栽苗或者点播种子，并分工对种子
与秧苗进行封土、浇水与施肥。在
孩子们的努力下，一块块植物园地
换上新貌。

在师生心里种下希望的种子，
这是学校“双减”的新尝试。

本报记者农思思

政企合力推进西咸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咸阳“南大门”工程签约

咸阳互通式立交效果图

石泉县池河镇乡村振兴有“丝路”

黄陵矿业共青团工作受表彰

当“双减”这样进行
——记莲湖路小学师生种植劳动

运动健体趣味怡心
讲武殿小学趣味运动会开幕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