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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0部门印发加强劳动教育若干措施：

中小学劳动教育纳入必修课
每周不少于1课时

文明成都
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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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到2025年
形成100门劳动教育精品课

为弘扬奋斗才能乐享生活的精神，
让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成为学生的价值
追求，《通知》提出，力争到2025年，成都
要形成100门劳动教育精品课程，认定
100个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地，培育100
所特色学校，培养1000名优秀导师。

对此，成都将制定《成都市大中小学
一体化劳动项目清单》，来推动各学段劳
动教育良性衔接。例如，要求小学要注重
劳动习惯养成，低年级要让学生学习日
常生活自理，中高年级要让学生主动分
担家务，养成劳动习惯。初中要注重劳动
品质和职业意识培养，加强家政学习，开
展社区服务，适当参加生产劳动，参加职
业体验教育，培养职业兴趣。

不仅如此，《通知》还在劳动课时方
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要求中小学劳动
教育必修课每周不少于1课时，课外校
外劳动时间小学1至2年级每周不少于2
小时、其他年级每周不少于3小时。职业
院校结合实习实训开展劳动教育，其中
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
育不少于16学时。普通高校将劳动教育
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共青团“第二
课堂成绩单”，明确主要依托课程，其中
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大中小学每学
年设立劳动周，可在学年内或寒暑假自
主安排，以集体劳动为主。

课程方面，鼓励学校开展“劳动+文
化”“劳动+生态”“劳动+志愿服务”等融合
教育，形成“一校一清单，一校一特色”。

每个区（市）县至少建设1个
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地

课时和课程有了保证，那么场地如
何解决？对此，《通知》提出，要从校内、
校外两个方面来拓展劳动实践场所。

校内要将劳动场所纳入学校建设
规划，研制劳动实践教室（场所）配备指
南，赋予空间多重属性，探索一室多用，

推动每所中小学校建好配齐劳动实践
教室，每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要建立
相对稳定的劳动实践基地。

校外则统筹规划配置劳动教育资源，
每个区（市）县至少建设1个劳动教育综合
实践基地，鼓励有条件的区（市）县和学校
建立特色实践基地。同时建立健全开放共
享机制，将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纳
入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建设，鼓励区（市）县
通过普职联办、城乡联办、校社联办等方
式多渠道建设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师资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学校至少
配备1名劳动教育专职教师，形成以专
职教师为主导，兼职教师相结合的课程
实施队伍。并用3-5年时间，至少建立10
个劳动教育市级名师工作室，培养一批
市级学科带头人。保障劳动教育课教师

在绩效考核、职称评审、评优评先、专业
发展等方面的待遇。将劳动教育成果纳
入市教学成果奖申报评审。

劳动素养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作为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为了促进劳动教育的实施，劳动教
育的评价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

《通知》规定，要将劳动素养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探索“劳动教育+
人工智能”，建立学生劳动档案，跟踪记录
学生劳动教育的全过程，开展写实记录和
增值性评价，形成学生劳动教育“数字画
像”。并且要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
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作为评
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以及高一
级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此外，还将组织实施学生劳动技能
大赛，通过颁发“劳动奖章”、评选“劳动
能手”等方式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的良好氛围。

在家庭教育中，鼓励孩子每年学会
1-2项生活技能，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学
校要分学段编制家庭劳动指导手册，给
学生布置一定的家庭劳动作业。

经费保障方面，《通知》指出，学校
可按规定统筹安排公用经费等资金开
展劳动教育。支持和鼓励采用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提供劳动教
育专业服务。

劳动教育同时将纳入教育督导体
系，对学校劳动教育开课率、劳动实践
组织、教学指导、保障措施等情况进行
督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撞了人就应该赔偿，现
在终于还清了赔偿款，我也
就踏实一些了……”前不久，
人到中年的李先生向成都彭
州法院执行法官递上最后一
笔赔偿款。

多年前，李先生驾车与
行人相撞，行人伤势过重，经
抢救无效而死亡。李先生也
被处有期徒刑二年，并承担
赔偿款5.3万余元。

为了还清债务，当时没
有任何收入来源的李先生通
过到家具厂打零工、收废报
纸等方式，数年省吃俭用终
于攒齐了所有钱款。

发生车祸
需承担5.3万元赔偿款

多年前，李先生驾驶微
型客车与一行人相撞，行人
因伤势过重经住院治疗无效
死亡，交警大队认定李先生
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随后，法院以李先生犯
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二年，并赔偿受害人家
属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款5.3
万余元。

然而，判决生效后，受害
人家属到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被执行人李先生当时尚
在服刑中，相关人员也联系
不上，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法院遂依法终结本次执行。
2017年9月恢复执行。

因被执行人李先生服刑
结束后无固定工作和收入来
源，其承担的5.3万余元赔偿
款也没有着落，在法院的协调
下，他和受害人家属达成了
分期2年履行的协议。

他打零工
攒钱10余年终还清

“我本来打算昨天就来
履行这最后5000元，结果数
了一下，还差几百。今早早饭
都没吃，就赶着去把钱凑
齐。”前不久，李先生匆匆赶
到彭州法院，向执行法官递
上一叠新旧不一的现金。这
笔现金也是5.3万余元赔偿款
的最后一笔款项。

据了解，在达成了分期2
年履行的协议后，李先生通
过到家具厂打零工、收废报
纸等方式，省吃俭用终于攒
下了5.3万余元的赔偿款，并
先后8次分期支付完毕。

至 此 ，这 起 时 间 跨 度
十余年的执行案件，在被
执行人李先生信守承诺努
力筹款下，终于得到圆满
执结。

“再穷也不能丢掉诚信，
撞了人就应该赔偿，现在终于
还清了赔偿款，了却一桩心
事，我也就踏实一些了。”如今
四十多岁的李先生感慨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实习生 郭文艺 图据法院

“从街道外面看是正常
的绿化带，后面却是垃圾遍
地。”近日，有市民反映，成都
市金牛区羊犀立交桥下，靠近
和谐家园小区一侧的绿化带
里有大量垃圾。根据市民拍摄
的照片可以看出，该区域内垃
圾主要以塑料制品为主，还有
一些口罩、烟头等生活垃圾。

相关问题如何解决？10
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前往现场进行走访。

12日上午10点，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市民
反馈点位发现，绿化带垃圾
堆积处靠近和谐家园小区大
门，绿化带内有一条大约20
米长的通道。在通道两侧，虽
然有明显清理后的痕迹，但
仍然有少量烟头、口罩、建渣
等垃圾存在。在记者观察的
20分钟内，大约有10人从此
通道经过，其中有2人将烟头
随意丢弃至此。

“这个通道位置比较隐
蔽，确实有很多人在此丢弃
垃圾。”伍阿姨居住在和谐家
园小区，在她看来，此处有垃
圾，主要源于部分小区居民
不文明行为。据伍阿姨介绍，
绿化带内的通道通向三环路
公交站，小区居民多从此处
通行。之前经过此处时，她便
发现绿化带内有大量垃圾存
在，有些是小区居民丢弃的
建渣，有些是居民丢弃的生

活垃圾。“或许由于位置隐藏
在绿化带内，此处很少有环
卫工人进行清理，久而久之，
堆积的垃圾越来越多。”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观察，距离此处绿化带
大约30米，便有垃圾桶。那
么，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
决？记者从该绿化带管护单
位成都市路桥经营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处了
解到，该通道原为绿化带，附
近居民为抄近路到三环路公
交站，经常从此处通过，便形
成了通道。公司在接到市民
反馈后，便于10月9日安排环
卫公司对该区域内的垃圾进
行全部清理。

对于这里仍有部分垃圾
存在的情况，该管理人员表
示，由于此通道仍然有市民
通行，虽然环卫公司加强了
巡查、保洁力度，但仍有市民
乱扔垃圾。为彻底解决此问
题，公司将联系园林部门和
小区物业进行协商，尽快恢
复此处绿化，引导周边居民
绕道通行。在恢复绿化之前，
将安排环卫工人持续加强此
处垃圾清理，保障环境卫生，
并在此处设置垃圾桶和环境
卫生文明标识，呼吁市民爱
护卫生，尊重环卫工人劳动
果实，不随意丢弃垃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摄影报道

组建“夕阳在线”志愿服务队
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三元社区，是
典型的拆迁安置小区和老龄化社区。

“社区刚成立的时候，大家互相不认识，
在一起开会才慢慢熟悉起来。”胡素芬
说，看到社区老年人多，2009年，她和4
名退休老人一起自发组建了“夕阳在
线”志愿服务队，帮扶社区的高龄老人、
空巢老人和困难家庭。

“从50岁到65岁。”胡素芬说，刚开
始，志愿服务队只有12个人，很快就发
展到60多人。10余年间，志愿服务队成

员们坚持以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引
导、鼓励低龄老年人加入志愿服务行
列，让更多年龄更大的老年人得到来自
近邻的热情帮助。

除了重点结对帮扶照顾孤寡老人、失
独老人及残疾老人外，“夕阳在线”还开展
各类为老志愿服务，环境秩序义务维护、矛
盾纠纷义务调解、生活照料、应急救助、心
理抚慰、陪护就医和家政援助，把助人为乐
的志愿服务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兴惠老人，是“夕阳在线”志愿服
务队一开始的重点服务对象之一。时年
80多岁的李兴惠独居，很少与外界接
触，性格逐渐变得孤僻。

一开始，胡素芬上门去了解情况，
李兴惠说什么都不让进。连续两次上
门，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又是帮忙洗衣
服，又是打扫卫生，还送来生活用品，这
才消除了李兴惠老人的戒备心理。

“夕阳在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分
组，每周一到周五都去李兴惠老人家里，陪
她聊天、看电视，逗她开心。生病受伤了，也
有志愿者送去医院，天天上门换药。每周还
会帮她做一次大扫除，清洗衣物。

直到2017年，李兴惠老人不慎摔
倒，一点行动自理能力也没有，社区将
她送到敬老院，两年后去世，也是胡素
芬带着志愿者们帮忙送了最后一程。

现在，年近70岁的李国芬老人一
家，也是志愿服务队重点帮扶对象之
一。李国芬腿部有残疾，丈夫患有癫痫，
大儿子有智力障碍。“我们除了每个月4
次上门帮扶，每天在院落里巡走，都要
去看一看。”胡素芬说，社区里的重点帮
扶对象，都有“一对一”志愿服务小组定
时上门，随时关注。

调解社区邻里纠纷
把矛盾消解在萌芽阶段

除了帮扶孤寡老人、贫困家庭，胡
素芬还带领“夕阳在线”志愿服务队，坚
持在社区长期开展环境秩序义务维护
活动。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对社区
墙体和楼道进行清理，并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引导和带动广大居民共同参与。

胡素芬说，志愿者们天天都在院落
里巡走，社区邻里间有什么矛盾，常常
被发现、消解在萌芽阶段。

对于社区纠纷问题，胡素芬充分挖
掘资源，在原有基础上，按照“网格管
理”模式调整调解小组成员构成。

几年来，各院落调解小组先后调解
婚姻、家庭、财产、房屋等纠纷80余件，
使矛盾得到公平、公正、合理、合情的化
解。有效地实现了“小纠纷不出院落、大
纠纷不出社区”，维护了社区的稳定。

去年起，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夕阳
在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不能按照
计划上门入户，为社区独居老人服务。
但在得知社区将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的第一时间，他们挺身而出，主动担当，
肩负起院落义务巡逻、疫情知识宣传、
文明劝导和体温检测的重任。

同时，志愿者队伍不忘重点关注的高
龄老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成
立关爱小组，专门为他们提供“无接触式”
代购、代买等生活服务。

社区里老人多，现在，80岁以上高
龄老人就有152位。一年一度的重阳节，
志愿服务队会组织老人们一起过“集体
生日”。“今年我们给每一位老人都准备
了礼物，还有文艺表演。”胡素芬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图据法院

近日，成都市教育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民政局等10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对成都市大中小学的劳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规定中小学劳动教育纳入必
修课，并且每周不少于1课时，课外校外劳动时间小学1至2年级每周不少于2小时，其
他年级每周不少于3小时。每个区（市）县至少建设1个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地。

同时，还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
业依据，以及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探索“劳动教育+人工智能”，建立学
生劳动档案，跟踪记录学生劳动教育的全过程，开展写实记录和增值性评价，形成学生
劳动教育“数字画像”。

65岁的她
成道德模范候选人

组建志愿服务队组建志愿服务队，，
帮扶高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1010多年多年：：

10月14日，就是重阳节了。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三元社区
的胡素芬最近有点忙，一年一
度的重阳节，他们要为社区里
152名80岁以上老人过一次“集
体生日”。

65岁的胡素芬是三元社区
居民，也是三元社区“夕阳在
线”志愿服务队队长，是一位有
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三元社区刚成立时，是典
型的拆迁安置社区。居民来自
不同的社村，高龄老人多。胡素
芬和几位退休老人一起，自发
组建了“夕阳在线”志愿服务
队，重点帮扶高龄老人、空巢老
人和困难家庭，积极探索“益人
益己互助养老”新模式。这一
帮，就是10多年。

2019年，胡素芬被评为成都
好人，2021年4月又入选成都市
道德模范助人为乐类候选人。

再穷不能丢诚信！
车祸需赔5.3万余元，
他打零工10余年终还清

绿化带背后垃圾遍地，20分钟2人乱丢烟头！

管护公司：
将尽快恢复绿化并设置垃圾桶

环卫工人清理垃圾

志愿者上门为高龄老人打扫卫生 图据三元社区

泡桐树小学——走出校门体验农耕劳作

龙泉汽车职业学校学生表演“盲拆”变速器

文明劝导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