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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 摄影报
道）或在老师指导下认真完成作
业，或选择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
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
或参加礼仪、音乐赏析、影像技能
等多种实践活动……9 月 2 日，
2021年三亚市秋季开学的第二天，
在三亚市第九小学，孩子们在结束
一天的学习课程后，以自己喜爱的
方式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5+2”课
后服务模式。

◆学校：
推行“5+2”课后服务模式

走进该校五年级一班，在课任
老师指导下，学生们在教室里安
静、认真地完成当日作业。遇到
举手的学生，老师会走到书桌旁，
为学生答疑解惑。据该校副校长
宋斌麒介绍，学校安排科任老师
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对学生进行有
针对性的学科和作业辅导，后续
利用这个时段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文体活动，“目前，我们课后服务
的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
后至 18:30 结束。未来根据家长
的需求，我们将逐步延长课后服
务时长，为学生打造一个勤奋向
上的学习空间和五育并举的校园
氛围。”

根据教育部相关要求，新学
期，三亚中小学全面推行“5+2”课
后服务模式，即每周5天都要开展
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 2 小时。

“我们的课后服务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 16 时 30 分到 17 时
10 分，主要是老师督促学生完成
各学科作业，并对有需要的学生
进行个别辅导、学业答疑。之后
到 18时 30分，我们会面向学生开
设内容丰富的素质拓展活动。两
个阶段的课后服务，学生可自愿
选择。”市实验小学校长黄小龙介
绍。值得一提的是，海南中学三
亚学校食堂也延长了服务时间，
制定了营养餐谱。“课后服务结束
后，还能去食堂吃上一顿可口的
营养晚餐，新学期、新气象，学校
给了我们许多惊喜。”该校学生李
枢昕说。

◆家长：
课 后 服 务 更 利 于 孩

子的学习

对于课后服务，家长们纷纷点
赞。“课后服务真的太好了，孩子
在学校就能完成作业，我们的负
担小了很多。”市二中学生李一鸣
的父亲说，虽然自己年纪不算大，
但辅导孩子还是有些费劲，效率
也不高。老师在课后进行辅导，
既巩固了学习效果，又保证了质
量。“孩子太贪玩，在家里做作业
时会分心，有了课后服务，就能有
效解决这个问题。”家长刘女士觉
得，没有了在学校的学习氛围，就
算家长再监督，孩子做作业时经
常磨蹭到很晚，希望课后服务能
让孩子养成做作业的良好习惯。
家长张先生告诉记者，学校的分
段课后服务可以满足每个家庭的
不同需求，非常人性化。下班晚

的家长可以选择17:30接走孩子，
而想安排其他内容的家庭，可以
选择在第一段后16:30接走孩子。

采访中也有不少家长表示，每
个老师在课后服务中都付出了时
间和精力，他们非常支持收费开
展课后服务。在没有课后服务的
时候，孩子只能去托管班，每学期
要花费几千元。现在教育部门核
准的课后服务收费标准，每生每
学期不超过几百元，真的是很暖
心。

◆老师：
课 后 服 务 将 让 孩 子

获得更好成长

对于“5+2”课后服务，三亚凤
凰中学老师罗崇表示，最受益的
是学生。课后服务开展后，学生
在老师的监管下完成作业，在老
师的陪伴下获得成长，减轻了家
长的辅导压力和经济负担。比起
培训机构和托管班，学校老师更
了解学生，且专业程度高，能更有
针对性地辅差培优。而且同学们
待在教室，同伴间互帮互助，更有
学习氛围。

罗崇坦言，开展课后服务后，
老师们付出更多。“以往放学后，
许多老师要留下来辅差，到 17:30
后才离校。现在大部分学生参加
课后服务，除了辅差还要培优，学
生们17:30放学，老师下班通常要
到 18:00 以后。遇上值日，18:00
开始清校，18:30 左右才能离校。
而平时，学校要求值班老师 7:40
以前到校，不值班的老师也要 8:
00 以前到，老师们都会提前到
校。”

“相信，随着‘双减’政策的实
施和课后服务的提质，在用心、用
情、用爱成就的有温度教育下，一
定会有更多的孩子找到兴趣、发
现自我。”三亚市教育局副局长王
宁表示。

课后活动更丰富，学习娱乐两相宜——

三亚中小学推行“5+2”课后服务

本报讯（记者 黄珍）9 月 1日，海棠
区洪风小学、青田小学正式揭牌。

洪风小学为海棠区洪风安置区配

套建设学校，学校占地面积12159.88平
方米，建筑面积5271.79平方米；青田小
学为海棠区青田安置区配套建设学校，

学校占地 15191.09 平方米，建筑面积
5060 平方米。据悉，两所学校都是海
棠区完全小学，均规划设计12个班540

个学位，可满足学校片区内适龄儿童上
学的需求。校园建设完备，设有美术
室、音乐室、舞蹈室等功能场室以满足
学生学习生活需要，户外操场有篮球
场、足球场、田径场等以丰富学生校园
生活。

据悉，海棠区自 2015 年以来，先后
投入 1400余万元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
设，使海棠区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提升。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期三亚各
中小学迎来开学季，为保障学生上学乘
坐公交车，打造更加舒适、安全便捷的
公交出行环境，三亚公交集团适时开行
4条学生专线，优化调整12条常规公交
线路，为学生上下学保驾护航。

三亚公交集团经过前期深入调研，
精准摸排，适时开行了DX3、DX4、DX9
和 DX114 条学生专线，覆盖荔枝沟中
学、南亚学校、技师学院、第五小学、第

一中学、金鸡岭小学、第四中学、第六小
学、第九小学、第四小学、第三中学、第
二中学、八一中学、八一小学、海螺小
学、第五中学、第七小学、第二小学、海
南中学三亚学校、凤凰中学、回辉小学、
桶井小学22所学校。

三亚公交集团还优化加密常规公
交线路，针对中心城区解放路、河东路、
迎宾路、榆亚路、金鸡岭街、凤凰路等主
要路段的学校学生出行难问题，对 2

路、3路、4路、7路、8路、9路、10路、11
路、16、18 路、50 路、52 路等 12 条常规
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通过增加相关
线路车辆的投入，加密发班班次和缩短
发班间隔，保障学生出行便利。同时，
为解决海棠湾、南岛、育才、崖州等区域
的住校学生周五返程问题，三亚公交集
团对 13 路、14 路、23 路、57 路和 58 路
等 4条常规线路进行优化，提高公交运
力，解决学生“回家难”的烦恼。

三亚公交集团根据有关学校需求，
实行校企联动，为有需求的学校量身定
制专用校车服务。目前该公司已与 8
所学校达成合作，量身定制开通了 10
条学生专用校车线路，共配置学生专用
校车 21 辆。同时，每一辆校车都安排
了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乘务员随车照
管，保证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熟练
妥善的应对，并为每一位乘车学生提供
贴心的服务。

让学生出行更便利

三亚优化调整12条常规公交线路

海棠区两所安置区学校正式揭牌
可满足片区适龄儿童上学需求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加快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三亚酒店
业在行动。9 月 1 日，市旅文局
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吉阳区旅文
局、酒店行业协会等部门和单位
对三亚四季海庭酒店、中亚大酒
店、三亚悦信明日大酒店、三亚
长丰酒店就“无废酒店”创建情
况以及垃圾分类和禁塑落实情
况开展联合实地检查指导，进一
步加快推进“无废酒店”创建工
作。

检查中，检查组发现中亚大
酒店垃圾分类未落实到位，房间
和大堂未放置分类垃圾桶且标
识不符，餐厅存有部分一次性塑
料用品。检查组现场要求酒店
即刻整改，并限期反馈整改工作
情况。三亚四季海庭酒店大堂、
客房、公共区域均有设置分类垃
圾桶，禁塑工作落实到位，但发
现垃圾房虽有干湿垃圾分类，未
按照标准要求设置空调，无独立
封闭垃圾房，需加强整改。三亚
悦信明日大酒店、三亚长丰酒店
垃圾分类与禁塑工作落实比较
到位，大堂、客房、公共区域、餐
厅均有设置分类垃圾桶，但长丰
酒店厨余垃圾桶标识不符，检查
组现场要求立即整改。

据了解，市旅文局将在垃圾
分类与禁塑工作上加大检查力
度，要求各旅游饭店将“无废酒
店”建设与日常垃圾分类和禁塑
工作相结合，加大宣传力度，确
保高质量完成创建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
三亚市禁塑办结合“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联合市生态
环境局等单位到育才生态区立
才农贸市场，开展农贸市场“禁
塑”宣传活动，让绿色环保理念
深入人心。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悬挂
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答题
互动、签署倡议书等方式宣传

“禁塑”环保知识，重点普及保鲜
袋已列入《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名录（第二批）》内容，让市民了
解海南“禁塑”最新政策规定，呼
吁大家响应“禁塑”号召，共同守
护生态环境。

当日，市禁塑办走进立才农
贸市场、周边商户、超市和奶茶
店查看“禁塑”情况，询问禁塑难
点，详细了解农贸市场“禁塑”替
代品的供销、管理、使用以及摊
主关心的问题，倾听群众诉求，
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巡查发现，
目前立才农贸市场和商户大部
分均已使用全生物降解环保袋，

但市场附近的商户还不能提供
全生物降解盒、碗、碟、盘等替代
品，只有到附近的超市才能买
到。市禁塑办接着随机走进一
家奶茶店检查，发现其奶茶杯和
吸管包装箱上写着“全生物降
解”“海南特供”等字眼，通过扫
监管码显示已备案。

巡查现场，市禁塑办还根据
农贸市场禁塑工作评分细则，组
织参与“禁塑”宣传活动的单位对
该市场进行了打分，统计结果平
均得分超过 80 分。扣分的主要
原因是农贸市场LED屏没有显示
禁塑宣传内容，摊主知道禁塑却
不知道为什么禁塑等问题。农贸
市场管理人员表示，将立行立改，
马上整顿，同时将投放生物可降
解环保袋自动取袋机。

据了解。此次活动累计发放
宣传资料 300 余份，环保小礼品
200余份，倡议书签署 120余人，
服务 800 余人次。参与活动商
户、摊主表示，愿意支持“禁塑”
规定，为建设美丽三亚贡献一份
力量。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17万
元用于三公里村路灯安装；6.48
万元用于梅山中小学校奖优奖
先；1.2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
入学；1万元用于解决三更村三更
小学路面积水问题……9月2日，

“爱心企业情系梅山革命老区 公
益捐赠助力美丽乡村振兴”捐赠
活动在崖州区梅山大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举行。当日活动 10 家企
业共捐赠善款256800元。

“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家庭
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在政府和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生
活由苦变甜。”受捐助的学生韦其
念说。许多受助学生表示，他们
将常怀感恩之心，做一名全面发
展的优秀学生，用优异的成绩回
报爱心企业的关爱，回报社会。

“爱心企业的善举，体现了企
业对梅山革命老区教育事业的
关心。”梅山中学校长叶经飞说，
学校将此次捐款全部用在“奖优

奖先”和贫困学生身上，鼓励师
生发奋图强，营造积极向上和尊
师重教的氛围。

三公里村地处偏远，村道“黑
灯瞎火”，此次善款安排了 17 万
元用于三公里村路灯安装。“感
谢爱心企业，照亮我们回家的
路。”村民激动地说。

作为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的
承建方，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此次捐赠5万元用于支持
梅山革命老区美丽乡村建设。
该公司党委副书记张金明表示，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是责任，也是担当。

据悉，此次捐赠活动是崖州
区梅山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我
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之一，
社区党委将严格监督，专款专
用。近期，该社区还解决了不少
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例如
修缮片区器材、疏通道路积水、
更换路口镜面等。

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三亚加快推进“无废酒店”创建

“禁塑”宣传活动走进立才农贸市场

9 月 1 日，在天涯区天涯小学“田园课程”基地——“山水田园”，
一场生动的“田园课程”正在开讲。

据了解，“田园课程”是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孩子的性格
特点，探索出适宜乡村课堂的教学模式。课程将语文、数学、科学、
美术、音乐等课程融入田园，将学生带出课堂，让教学和劳动实践
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印证知识点，学以致用。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情系梅山革命老区

爱心企业捐赠25万余元
助力教育发展乡村振兴

“田园课程”:让学生走进自然

学生在参加礼仪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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