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8日，游客在彭泽县龙宫洞景区游览。在灯光和水的映衬下，洞内呈现出五彩缤
纷、如梦似幻的景象。 本报记者 周 霖摄

8月8日，资溪县
大觉山旅游风景区，
运动爱好者在奋力
攀岩。为满足人们
回归大自然的愿望，
大觉山景区森林攀
岩运动项目对外开
放，吸引了许多户外
运动爱好者。
特约通讯员 吴志贵摄

乐享户外好时光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8月11
日14时，在南昌市天沐温泉游泳馆，
2019年南昌市“娃娃学游泳 体彩来
买单”千名学生免费游泳培训公益活
动第一期培训课正式开班。当天，在
南昌市 13 家游泳场馆内，1000 余名
成功报名的适龄儿童陆续接受培训。

“我们早就等不及了。”天沐温
泉游泳馆内的小学员们说。热身、
憋气、打腿……在一个小时的学习
时间内，孩子们不仅要学习游泳的
基础动作，还要巩固游泳安全知识。

家长张女士说，她的儿子今年
刚好 10 周岁，一直没有接触过正规
的游泳训练，去年就想报名参加，但
因为年龄不达标而错过。“今年我第
一时间就在网上报名，报名成功后孩
子特别开心。南昌市免费游泳培训
活动连续多年举办，有很好的口碑，
相信孩子在这里可以学会游泳。”

14 时 10 分，只见换好泳装、戴着
泳帽和泳镜的小学员们，跟着教练走进
游泳馆。随着教练一声
哨响，培训正式开始。不
过孩子们迎来的不是立刻
下水“撒欢”，而是坐在泳
池边听课。教练表示，在
给孩子教授游泳技能前，
安全知识一定不能少。为
此，学员的第一节课，都要
先学习防溺水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课结束后，

孩子们经过短暂的热身，依次走入泳
池，进行憋气、打腿等动作训练。尽
管每个人的水平不一，但是大家都
按照教练的要求认真地做着动作。

南昌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每年夏季都是少年儿童溺亡事
故高发期，因此免费游泳培训活动
除了给适龄儿童提供学游泳的机会
之外，也能让孩子们远离不明情况
的水域，学习防溺水自救知识。

据悉，2019年南昌市“娃娃学游
泳 体彩来买单”活动第二期将于 8
月 21 日正式开课，目前第二期还有
部分场馆有免费培训名额，可以接
受适龄儿童报名。市民可以在南昌
市体育局官网上报名，额满为止。
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须自行配备泳
衣、泳帽、泳镜和打水板。

此外，“现役军人子女班”也有免费
培训名额空缺，年龄为9-14岁（2005
年9月1日-2010年8月31日期间出
生）的适龄现役军人子女可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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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华）“家里老人回
老家了，孩子放到家里、送到外面托班
都不放心，以前一到暑假就发愁，现在
单位办了托管班，真是给我们解决了大
难题。”8 月 9 日下午下班后，省水利厅
职工兰女士在单位的“融情亲子工作
室”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她 7 岁的
孩子幸福地依偎在母亲身边。这是我
省为解决暑期机关和企业干部职工后
顾之忧，正在大力推进的少儿托管服
务。省水利厅是我省首批提供职工子
女托管服务的省直单位之一，今年暑期
为 50 多个职工子女提供免费服务，赢
得广泛好评。

暑期家里的“熊孩子”怎么管，对于
很多城市家庭来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
难题。有的孩子沉迷手机、电视，有的
不得不长期交给老人看管，成了城市版
的“留守儿童”。虽然在外面有市场化
托管班，但是又面临着师资参差不齐、
收费较高、接送不便等种种问题。省总
工会女职工部部长陈伟芳介绍，在工会
组织的支持和引导下，去年以来我省各
地纷纷试点推广爱心托管班，为干部职
工解决子女托管的难题。

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社会机构管理，
是目前我省很多机关单位、企业举办暑
期托管班的做法。省水利厅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龚晓明介绍，水利部门夏季
防汛抗旱任务紧张，职工普遍工作压力
大，希望提供子女托管服务的呼声较
高。去年7月，省水利厅通过自身的工
会经费和省总工会给的补助，聘请了一
家专业幼教机构，在单位职工活动中心
里办起了这个托管班，面向 4-12 岁的
职工子女服务。

江铃集团是南昌首个为职工子女
提供托管服务的国有企业，通过集团给
予补贴，8月份在本已放假的江铃保育
院开设了3个托管班。据了解，托管班
的消息刚一发布，50 个名额在网上就
被闻讯的职工给“秒杀”了。为了更好
地满足职工的需求，江铃集团近期又增
加了一处托管点。除了江铃集团，我省
的九江艾美特电器、安福裕元制鞋、婺源
正博公司等民营企业近年来也纷纷设立
托管班，将其作为企业福利待遇的一部
分，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与企业、单位自办托管班相比，“社
区+志愿者”是另外一个值得参考的模
式，不但经费投入低，还可以覆盖更多家
庭。在宜春，民间公益组织微爱公益发
展中心已经连续3年举办“社区假日课
堂”，今年托管点增加到10个，可为300
多个孩子提供托管服务。该组织发起人
邹海斌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利用上级有

关部门给的3万元补助经费，招募了22
名大学生志愿者担任教师，而托管场地
均由社区提供，孩子家长都不用交纳任
何托管费用，这类托管班很受欢迎。

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我省现有12

家爱心托管班获得专项补助资金。目
前，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制定相关扶
持政策，以进一步规范服务，提高托管专
业化、标准化水平，扩大奖励和扶持范
围，让公益托管服务惠及更多人群。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8月
7日，在南昌市新建区劳动监察局和
九江市濂溪区劳动监察局的合力
下，刘先来等多名农民工终于拿到
了被拖欠的6.5万元工资。

今年6月25日，刘先来等一行人
来到新建区劳动监察局，投诉某楼盘
项目工地施工方九江市某建设工程
公司拖欠工人工资6.5万元。接到投
诉后，新建区劳动监察局立即与该公

司联系。因该公司注册和办公所在
地均在九江市濂溪区，劳动监察人员
多次联系该公司，均未取得成果。

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新
建区劳动监察局与九江市濂溪区劳
动监察局取得联系。濂溪区劳动监
察局非常重视，积极协助处理。8月
7 日，经过沟通协调，该公司在两地
监察人员监督下现场支付了拖欠的
农民工工资。

南昌九江联手为农民工讨薪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8
月 11 日，南昌市东湖区城管执法大
队扬子洲中队在联民村粑子塘附近
发现一起焚烧垃圾案件，造成了一
定空气污染，执法队员紧急灭火，并
根据其随意焚烧垃圾污染空气的行
为，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和处罚。

当天下午，执法队员正在辖区
内日常巡查，发现联民村粑子塘附
近荒地上冒起滚滚黑烟，于是迅速赶
往事发地点，看见有人正在荒地上焚

烧垃圾。执法队员立刻就近寻找水
源扑灭了火堆，对当事人进行了询
问，并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告知
当事人这种随地大量焚烧塑料、纸
板、布幔等垃圾的行为，将造成严重
的空气污染，影响大气环境质量。清
理现场后，执法队员暂扣了村民的燃
火工具，并依据《南昌市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当事人处以
罚款50元，这是东湖区城管执法大队
开出的首张焚烧垃圾的处罚单。

乱烧垃圾污染环境要挨罚
东湖区城管首次开出焚烧垃圾处罚单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王景萍
通讯员汪涛）随着景德镇市最大的
水利项目——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
下闸蓄水，近日，一座集瓷文化、茶
文化、水文化、民情民俗文化为一体
的坝址公园跃然而出，吸引了当地
许多市民前来休闲旅游。

作为景德镇市的首座大型坝址
公园，浯溪口坝址公园建设内容包括
坝址区周边生态修复工程、昌江河道

驳岸生态修复工程、水生态修复工程
等，重点修复面积达 6.19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浯溪口坝址公园还兴建了
坝址区大门、生态停车场、观景台、亲
水栈道等管理设施和景观设施，并以
绿化提升改造为主，铺设绿地面积3
万余平方米，形成生态景观走廊近千
米。该坝址公园的建设，为景德镇人
的母亲河——昌江，又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景德镇首座大型坝址公园建成

有了爱心托管班 家长暑期不再愁
职工子女托管试点服务在我省大受欢迎

8 月 4 日下午，一场特殊的家长会
在浙江省义乌市市委党校举行。在这
里召开家长会的学校是来自江西省上
饶市的弋阳国诚中学。类似这样的跨
省家长会，弋阳的中学已经开了 6 年，
给相隔 300公里的家校、学生与家长之
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连心桥”。

父母与孩子成“陌生的
亲人”

国诚中学有 500余名同学的家长，
集中在浙江省金华市的义乌市、浦江县
务工。外出务工的父母对这些留在家
乡的子女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孩子们多
由祖父、祖母隔代监护或亲友临时监
护。父母远在千里之外，家庭教育缺失
或效果不尽如人意。

由于长时间与父母分离，部分留守
孩子认为父母不喜欢自己，为了赚钱不
管自己，觉得自己没人疼没人爱；外出
务工的父母觉得孩子不懂事、不听话，
和自己不亲近。一些孩子与父母成了

“陌生的亲人”。
“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守孩子对学习

和生活缺乏热情，进取心、自觉性不强，
有厌学倾向，由于缺少亲情关怀和应有
的家庭教育，留守孩子的思想、行为和心
理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偏离正常轨道。”国
诚中学副校长邓礼兵介绍，如何才能把

孩子教育好？可行的办法就是，学校与
家长联手，家校合作形成合力。于是，我
们决定将家长会开到家长务工的地方。

2017 年以来，国诚中学连续三年
在义乌召开暑期家长会，跨省家长会受
到家长的热烈欢迎。“过去，回家参加一
次家长会至少要两天时间，碰上忙的时
候又很难请到假，舟车劳顿不说，花费
也不少。”家长方红梅说，以前与老师沟
通多是打电话，很多问题在电话里难以
沟通到位，家长会更多的时候由家里的
老人代开，他们再把学校老师反馈的情
况转述给我们。

心灵的沟通
在弋阳县，召开跨省家长会的不仅

仅是国诚中学。早在 2013 年 12 月，圭
峰中学就在义乌市和浦江县分别设立
了家长会分会场，至今已连续召开了 6
次。6年来，圭峰中学每年12月中旬去
浙江召开跨省家长会已经成为一种常
态。为了吸引更多的家长参加，该校每
年的家长会会议议程、活动项目都坚持
优化、创新，更加接地气。“我们这样做
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能让家长与教
师、孩子失去心灵的沟通，要为留守孩
子搭建一座永远相通、相依、相恋、相爱
的连心桥。”圭峰中学校长宣功义说，
1500 余名学生，60%的家长在义乌、浦
江等地务工。

跨省家长会召开之前，国诚中学的
班主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部分班主任
提前赶到义乌对家长进行家访,并鼓励
留守孩子到父母亲工作的车间、工地体
验，参与劳动实践，感受父母的辛劳。
学校将孩子们平时在学校的生活、学
习、参加学校活动的情况，制作成视频
在现场播放，让家长直观了解孩子们在
学校的情况。“我是第三次在义乌参加
家长会，这种形式效果很好。”家长方福
和说，特别是老师现场介绍一些与孩子
交流的方法，很管用。

在圭峰中学，每次跨省家长会前，
学校会为每名留守的学生录一段学习
生活视频，建议学生向父母问好；学校
老师又把家长工作及生活情况拍成视
频带回来给孩子们看。“爸爸妈妈，我想
你们了，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爸爸妈妈，
你们注意身体”“儿子、女儿要吃饱饭，
要听老师、爷爷、奶奶的话……”一句句
简单的问候和关心，让父母和子女之间
的埋怨、委屈都化为理解和关爱。

“家长看孩子的视频可以说是目不
转睛，孩子们看父母的视频也是全神贯
注，看到父母的工作状态、生活环境及
父母对自己的关心，有的孩子眼含热
泪。”圭峰中学校长宣功义说，通过跨省
家长会，家长对孩子的理解、孩子对家
长的感情，和以前相比完全不同了，他
们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

家长回归家庭教育主角
与老师交流的机会多了，一些家长

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
就是要求她好好学习、听话，打电话沟
通也没有什么话聊。”家长方雪英说，现
在我更多地会换位思考，关注孩子思想
变化，打电话、微信聊天的频率也高了，
与孩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孩子也愿
意跟我们说心事。

“以前父母每个月都难得打电话给
孩子，现在每周都打电话回来嘘寒问暖，
询问孩子在校表现和学习情况。孩子与
父母的通话内容也不再只是向父母要
钱，还会关心父母，让父母不要太累，注
意安全等。家长说孩子更懂事了，孩子
也认为父母更加理解自己了，与父母的
关系也和谐了。”在国诚中学副校长邓礼
兵看来，跨省家长会的效果明显。

“跨省家长会是家校合作的创新举
措，我们鼓励部分家长务工地相对集中
的学校，将家长会开到他们务工所在
地，让学校获得了家长的信任和理解，
引导家长回归了家庭教育的主位，重担
孩子家庭教育的主角。”弋阳县教育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周立军介绍，通过跨省
家长会的召开，不少家长也意识到家庭
教育对孩子成长的作用。在圭峰、国诚
两所中学就有 70多位家长为了孩子的
健康成长，从外地回到弋阳本地务工。

架起一座美丽的“连心桥”
——弋阳为留守孩子跨省开家长会

本报记者 吕玉玺

免费游泳培训正式开班
千名孩子下水学习

孩子们在爱心托管班做游戏孩子们在爱心托管班做游戏。。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朱 华华摄

孩子们入水前学习防溺水知识。本报记者 陈 璋摄

8月10日，广昌县杨溪乡下陌村渔民正在捕捞生态养殖的鳙鱼。该村
渔民利用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水库水质资源，开展立体生态深水养鱼项
目，养殖的鲩鱼、鳙鱼、鲢鱼等深受消费者青睐。 特约通讯员 曾恒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