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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里县

搭建
“三共”平台 推动“三公”建设

黔南州科协着力完善和提升青少年科技教育体系
本报讯 为破解当前青少年科技教育面临学校科学教育
弱化、非正式科教机教不成熟、科教信息化水平不高、科学素
质发展区域失衡等难题，黔南州科协立足实情，积极探索，创
新提出搭建“三共”
（共建、共享、共创）平台推动“三公”
（公共
平台和机制、公共资源和阵地、公共产品和服务）建设的青少
年科普教育工作思路，着力完善和提升黔南州全州青少年科
技教育体系。
整合资源，搭建“三共”平台。制定符合黔南实际的提升
青少年科技教育体系的可操作化目标和内容，建立由科学界
和教育界等社会有志人士、科技志愿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多
渠道、多方式开展青少年的科技教育研究、学术交流和科普

培训讲座，有效助推我州青少年科技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同时，推进科普内容的制度化建设，增强科普内容质量和
时代性。集中打造一系列有创意、有特色、有示范意义的青
少年科普培训项目和各级各类优秀品牌的青少年科技创新
活动，并通过活动整合科普资源，促进社会各界的协同参
与。联合相关部门、院校和社会资源，搭建各界共建、社会共
享、全民共创的平台。
创新举措，推动“三公”建设。推动公共平台和机制建
设，扎实做好中小学、高等学校科技教育和科普，办好各类科
技竞赛和科技活动，支持在校大学生开展创新性实验、创业
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大力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青少年科

普活动，满足青少年对科技、教育信息的个性化需求。推动
公共资源和阵地建设，鼓励科技场馆、科研院所和高校实验
室、博物馆、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企业、社区活动场
所和科普教育（示范）基地等面向青少年学生开展科技学习
和实践活动，拓展青少年校外科技教育渠道。推动公共产品
和服务建设，加强高校、科研单位中科学教学或科技传播人
才培养，培养专业化、有着较高素养的科学教育专业工作
者。建立黔南州科学教学实践人才数据库，制定和完善科学
教师专业队伍发展，形成分层次、分类别的科学教育人才科
普机制。建立合理的有针对性的科学教师和科普人才的激
励考核制度。
（林彦青 苏慧）

开展“智惠行动——孝行天下·老年心理健康”
科普专题讲座
本报讯 3 月 30 日，龙里县科协、县老年大学、县博洋药业
公司联合开展“智惠行动--孝行天下 老年心理健康”科普专题
讲座。县老年大学学员、社区居民和科技志愿服务者 100 余人
聆听讲座。
讲座会上，博洋药业公司医务专家从老年人生理、心理、痴
呆筛查、认知障碍干预等专题进行了精彩的授课，希望老年人
要保持心理健康，应有积极的心态，建立自信，自主的观念，主
动参与兴趣小组活动，拓宽自己的交友圈，敞开心扉，保持健康
的心态。讲座之后，还现场开展了免费体检科技志愿服务活
动，医务科技志愿者们为老年人量血压、测血糖、监测身高体
重，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耐心细致地检查、分析病情，讲
解注意事项，解答关于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愈
后疑难问题等，志愿者们的热情服务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称
赞。
此次活动开展得到群众的好评和赞誉，进一步增强了老年
人自我保健、自我防卫、自我调适的能力，提高了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水平。
（陈绘宇 王燕）

都匀崇实书店

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旅实践活动感受传统匠人精神

长顺富民村镇银行智能柜员机成功上线

书友淘宝
本报讯 3 月 28 日，都匀崇实书店组织黔南各界书友及
其家庭成员 50 多人，就《窑片》一书读后感展开交流后，奔
赴平塘县牙舟镇开展非遗研学旅实践活动，体验制作牙舟
陶，
感受传统匠人精神。
《窑片》为黔南本土作家孟学祥所著，在忠于事实的基
础上，通过文学性的书写，侧重于“看得见”的发现，记录了
牙舟陶历史的发展、岁月的辉煌直至在时间的变化中兴衰
的现象。它以文学和人性的眼光来切入，自由的抒写牙舟
陶蕴含的生活史、心态史和兴衰历程，将一地域的文化，作
了人生和人性的深化和提升，因而也形成了解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一个独特文本。
牙舟陶已有 600 多年历史，是中国十大名陶之一，产品
多为生活用具及陈设品，
动物玩具和祭祀器皿，
其特点造型
自然古朴，线条简洁明快，色调淡雅和谐，具有浓重的出土
文物神韵。
“这泥巴真好玩，不仅能做出这么多的小动物，而且还
能吹出响声。”当天，
参加活动的书友们大多带着小孩，
在镇
上牙舟陶非遗传承人宋洪健的手工作坊亲手体验牙舟陶制
作。宋洪健在一旁和言细语、耐心演示和指导，帮助着大家
完成一件件各自喜好的“艺术品”，同时生动地讲述牙舟陶
原泥料加工、泥坯塑制、赋釉及传统烧制等繁琐工序，表示
将每个人的名字镌刻各自亲手创作的作品上，待出窑后寄

宋洪健（右一
右一）
）耐心指导制作
给大家。
在牙舟陶成品展厅，一件件古朴自然，造型独特，晶莹
光润的牙舟陶艺品瞬间吸引众人目光，经过一番抚摸、细
看，陶器自然的冰裂、沿口欲流的翠色，激起书友们淘宝热
情一浪高过一浪，令工作人员售卖忙个不停，上百件艺术品
一会工夫各有归属。

宋洪健说，孩子们现场动手实践创作出来的作品充满
灵动气息和童真童趣，那份专注让他感受到新时代少年儿
童传承优秀文化技艺的一种力量。他阐述了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目的和意义，
呼吁更多年轻传承人参与其中。
（本报记者 曾宪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提高柜面业务效率，让百姓获得更优质、高效的
基础金融服务，在主发起行及贵州富民村镇银行管理部的统一
安排部署下，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和调试，
长顺富民村镇银行智能
柜员机于 3 月 25 日成功上线。
智能柜员机的应用为客户提供了更便利、更优质的服务。
客户免去填单流程，
自助通过智能柜员机开立银行卡、银行卡注
销、行内或跨行转账、开存单、存单挂失等业务，
解决了客户叫号
后排队等待办业务问题。同时，
减轻工作人员业务工作量，
提高
了业务办理效率。智能柜员机开立一张银行卡或一张存单所需
时间约 2 分钟，而人工办理至少 5 分钟，大大提升了业务办理速
度。
该行智能柜员机的接入，
提高了客户体验感和满意度，
在金
融科技领域、智能化和无纸化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图为客户应用智能柜员机办理业务。 （杨婷 摄影报道）

平塘县对科普项目实施条件进行摸底核察
福泉市

开展“百人助百业·智惠行动”科普研学旅行活动
本报讯 为将葡萄种植、梨树种植、气象
科普知识、应急救援科普知识融合，培养学生
的探究精神和科学素养，福泉市科协分别于 3
月 27 日和 3 月 28 日，组织实验学校 27 名学生、
220 名马场坪移民安置区乐岗小学学生，分别
到金山街道双谷村、陆坪镇黎山罗坳村开展科
普研学旅行活动，并邀请农技科技志愿者、气
象科普志愿者、应急救援科普志愿者为学生进
行科普知识讲解。
3 月 27 日，在双谷村史馆，村支书学向学
生介绍了双谷村的发展历史、梨树产业发展
史、聚丰葡萄种植及乡村振兴等内容，极大地
提升了学生对种植技术的兴趣。
3 月 28 日，邀请开心农场、众创未来公司、
罗坳村育苗等科普志愿者向学生们讲解了百
香果种植、紫秋葡萄生长、浇灌和滴管、育苗、
冷库冻库等科普知识，
学生们亲自体验了百香
果铺膜、打坑、栽培和摘菜苔，
并动手栽培一颗

百香果苗带回家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在育苗
大棚中，学生们动手育苗，将育好的各种种子
放在苗床上，
命名研学活动基地。
气象科普志愿者为同学们介绍了气象知
识，
内容包括了雷电天气、冰雹和降雨知识，
实
操了防雹大炮体验，
同学们带着问题向气象科
普志愿者请教，
防雹站还为同学们发放了气象
科普宣传资料和笔记本等礼品，
提升了同学们
对气象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知识的热爱。
蓝豹福泉应急救援科普志愿者为大家上
了一堂应急救援知识，针对心肺复苏、受伤人
员包扎及搀扶老人等知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同学们还现场进行了模拟救援实际演练。
农技科技志愿者讲解了葡萄、梨树种植技
术知识，提出了当前面临的病虫害防治问题，
让同学们在今后学习中更加努力，
破解农民在
种植技术的难题。
（范涛 本报记者 陈海 摄影报道）

法治教育作为学校德育工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承担着对学
生进行法律常识教育，培养学生
法律意识的重任。因此，
在各学
科教育教学中，都要求根据教
学内容对学生适当渗透相关法
治教育。作为美术学科，在对
学生进行美育教学的过程中，提高美育水平的同时，也要
根据课程内容渗透相关的法治知识，让学生认识到法治的
重要性。教学中渗透法治教育，不仅培养学生的法治意
识，而且还提高学生知法、守法的警惕性，让学生从小养成
遵纪守法的小公民，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一、图片欣赏与渗透法治
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孩子们接受图片能力超于语言文
字的能力。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在美术教学中多引导学生
观看和欣赏图片，有的图片内容及色彩传递给学生的信息
很具有视觉冲击力。比如，我在上六年级《水资源》这一
课，教材上的图片全是受污染的水源、干旱烈开大口子的
土地，以及最后的水源是一滴眼泪等等这样的招贴广告
画，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悲哀…从这些图片当中要引导学
生多观察、多交流，并说出感受以及今后应该怎么做，倡导
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同时渗透法治教育，有谁破坏环
境、大肆砍伐和焚烧山林等情节严重的，触犯了中华人民

现场察看项目实施情况

农技科技志愿者讲解葡萄种植技术

三、转变观念与法治渗透
在传统的美术课程教学
中，大部分教师课堂釆用了教
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以传
播美术知识和一些美术基本技
能作为教学目标，忽视了在美
术教学中融入一些思想、情感、
法治教育。我认为在美术教学中法治渗透是非常重要
的。转变教学观念，既要重视美术知识的传授与创新能力
的培养，又要重视与课程内容涉及到的相关法律知识渗透
其中。如六年级的《清明上河图》一课，作品是中国十大传
世名作，北宋的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属国家级文物。我除了对作品
的简单介绍分析，还渗透了相关的法律知识。若有人私自
盗取和贩卖古文物，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等方面进行法治的渗透。
综上所述，在美术教学过程中，通过图片的欣赏、作品
的创作和教学过程的相关内容等方面找到渗透法治的切
入点，把法治教育渗透到学生的自我行动中，使法治教育
在学生的心中起到潜移默化的
作用。逐步提高和增强法治意
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做知法守法的小公民。

如何在美术教学中渗透法治教育
瓮安县实验学校 左秀芝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图片的欣
赏进行适当渗透，
让学生了解法治知识，
增强法治意识。
二、作品创作与法治结合
在美术教学与学生作品创作中，引导学生学会巧妙的
利用法治的题材融入到创作构思中。作品采用漫画的手
法，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幽默感极强，通过比喻、夸张、象
征、寓意等手法表现出幽默的画面，借以来讽剌某些人或
事。在创作上简洁生动，是人们喜欢的一种艺术表现形
式。如四年级美术一课《漫画与生活》，很多作品幽默风
趣，能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其中的一幅作品是一个人钓
到鱼的表情不是惊喜，而是惊恐！面色苍白恐惧，钓到的
是鱼骷髅，周边画的是工厂排出五颜六色的化学污水，说
明河流水质受到严重污染的原因，引导学生对于这种严重
污染水源，一经查获工厂排放污染物严重的，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达到创作作
品与法治结合的效果。

理论与实践

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科协到部分农村科普示范基地、科普
示范社区、科普特色学校开展工作调研，对本年度科普项目的实
施条件进行摸底核察。
调研组先后走访了凉伞石生态茶业基地、云海生态有机茶
种植示范基地、北环社区、实验小学等地，现场察看组织机构、人
员情况、科普设施条件，听取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前期科普活动
开展情况、下步工作思路和拟实现目标等，并提出工作建议，为
本年度科普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有效推进奠定良好的基础。
通过科普载体项目的实施，持续完善基层一线科普基础设
施硬件，逐步强化科普队伍建设，促进科学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
普及工作多层次、常态化开展，切实营造学习科学、崇尚科学的
浓厚社会氛围，不断提升农民、社区居民、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科
学素质水平，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刘丹 摄影报道）

福泉市为生姜种植群众开展技术培训
本报讯 为发挥“百人助百业·智惠行动”项目在农业科技
进步上的作用，助力农民春耕生产，帮助农民掌握生姜种植技
术，近日，福泉市科协邀请科技志愿者在马场坪街道黄丝社区，
为来自道坪镇、马场坪街道、仙桥乡等地 90 余名生姜种植群众
开展生姜种植技术培训。
期间，科技志愿者以理论讲解和分组实地演示相结合的方
式，向培训者们传授生姜的种植土壤要求、施肥、病虫害防治等
种植理论知识，对生姜种植的每一阶段都认真地进行了详细的
讲述。
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实地演示时积极踊跃参与，大家都认
为这次理论与实地相结合的教授形式使他们对生姜种植技术
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种植思想和技术交流，帮助他
们掌握生姜种植技术，大家都很有信心，在今年的秋收中取得
好的丰收。
（陈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