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 到秋天里去
金山区罗星幼儿园开展 2022 学年田野课程秋季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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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礼仪激发少年志气
以传统文化滋养少年心性

嘉定区方泰中学举行“少年明伦 冠礼如炬”十四岁集体生日礼活动

2022年11月23日~29日

申城教育·专题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社区学校
获评上海市优质校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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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数字时代 拥抱智慧生活
嘉定工业区组织开展老年数字教育进社区活动

“智学徐行 慧享生活”
嘉定区徐行镇开展第十八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下午，嘉定区方泰中学

“少年明伦 冠礼如炬”十四岁集体生日礼活动隆
重举行。

八年级上百名师生及家长代表，共同见证并

亲身参与了这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礼。
典礼由上海汉未央传统文化促进中心专家

执礼，中华衣冠礼仪贯穿始终。
开场之初，汉未央创始人姚渊以说文解字讲

解何为少年明伦。他告诉学生：伦即是纵横经纬。
明伦就是要见天地宇宙，把我置于空间之天地与
时间之古今中，知来处，懂规矩。明伦就是要见我

之为我，摆正自己，修身以克己，惟克己能复礼，

惟克己能求仁，惟克己能奉公。

明伦就是要见一颗初心， 在迈
入青春时， 你们要有这份觉悟

心、敬畏心、感恩心、责任心，心
有所动才能入心， 自知渺小向
往伟大。

在中国传统中， 少年无生
日礼之名而有生日礼之实，即

成人礼。 究其质， 凡开笔开蒙
礼、束脩拜师礼、加冠加笄礼，
莫非成人礼的分身。 在人生各

年龄段，标示成长的循序渐进，
宣示成人的德性意蕴，惟明伦、

明志、明责而后可以为人。
整场典礼，皆有本来。各项

仪程，都有根据。
学生行沃盥礼以净身心， 行束脩礼以谢师

长。 师长为学生行冠笄礼，校领导与家长代表致
训诫辞。 学生行酹酒礼以告吾中华历代先祖，齐
诵青春誓辞以激扬志气砥砺志节。最后全年级合
拜天地、家国、师长。

礼至敬，义至重，情至深。 一场生日礼，不是

走形式而是真走心，用好了礼乐之教，浸润了文
化自信，感奋了少年心性，明伦明礼，明义明德，

把他们即将迈入的青春融入国家民族复兴、文明
薪火传承的征途中来，从此青春有了重量，青春
有了方向。

近年来， 方泰中学携手传统文化专业机构，
导入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展场景化沉浸式德育
探索。课堂教学，开展“服章之美 衣冠在兹”主题
活动， 邀请专家来校开讲中华传统衣冠礼仪文
脉；瞻仰乡贤，开展“采古遗韵 撷往精神”主题活

动，亲身致祭明抗清嘉定二黄先生；勿忘国殇，开
展“慎终追远 惕励世人”主题活动，走访四行仓
库纪念馆及淞沪抗战纪念馆；礼乐教化，开展“少
年明伦 冠礼如炬”主题活动，举行十四岁集体生
日礼。

方泰中学的德育工作创出了特色，收到了实
效，形成了品牌。

近日， 上海市教委公布上海

市街镇社区（老年）学校优质校建
设评估通过名单，“南汇新城镇社
区学校”榜上有名！

南汇新城镇社区（老年）学
校现有芦潮港和申港两个校区。

芦潮港校区位于果园路 305 号，
申港校区位于竹柏路 253 弄。近
年来，在南汇新城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学校
目前已经创建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教
育的主要阵地， 被评为上海市示范性老年学

校， 南汇新城镇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
镇、上海市社区教育示范街镇、上海市学习型
社区等。
一、突出文化立校 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品牌

学校坚持以“健康、快乐、祥和、分享”的办
学理念为导向，以“加强老年教育、推进社区教
育、推进职业教育、创新远程教育、实现终身教
育”五位一体为办学宗旨。 学校组建文艺骨干学
习团队，设立“学习之星”“志愿服务之星”，举办

“魅力课堂”“最美学员”评选，举办学习成果展
演、书画展等活动，形成校园人文品牌。 学校以
团队建设为载体， 构建起一张以老年骨干学员
为主体的“长者风采学习网”，弘扬社区美育并
融入“家门口”的社区服务体系中。 同时，以经典
海洋文化、“非遗”学习体验活动为载体，依托高
校开展“海洋文化大讲堂”讲座。 举办海洋知识
竞赛、海洋文化征文比赛等，成立终身教育“非

遗”文化体验点。
二、助推融合促校 共建特色共育共赢格局

学校开设了西点班，英语沙龙、家庭育儿指
导系列讲座、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应用等实用课
程，另配送居委学习点健康教育进社区、法律知

识与家庭教育、垃圾分类宣讲、智能手机培训等
五大类讲座菜单。 学校是浦东新区手工艺教研
基地、 区社区教育科研基地、 区社区科普大学
（南汇新城镇分校）、区学习社区实践指导站，实
现“15 分钟”学习服务圈，达成 1+X 的模式。 同

时挖掘、整合区域内公共教育资源，为居民搭建
终身学习平台和拓展学习场所。

三、 注重内涵强校 创建特色

优教优学课堂

学校拥有一批高校教授、

基础教育艺术教师、 社区达
人、大学生、老年学员骨干、专
业医生等多领域教师团队，分

别联合上海海事大学、海洋大
学、电机学院、建桥学院及上

海第六人民医院东院开展海洋文化大讲堂、家庭
教育 -滴水工程、 老年人电脑和智能手机培训、
健康教育进社区、健康义诊等活动；联合区域内
优秀中小学专业教师参与学校声乐与合唱、书法
等艺术课程教学。学校积极探索线上线下交互融
合的教学形式。 老年课堂学习与学习团队体验、

移动终端学习结合，海洋讲座与中国航海博物馆
人文行走学习结合，家庭教育 -滴水工程讲座学

习与社区广场跳蚤市场亲子体验学习相结合，健
康教育与义诊服务、中西医治疗室体验治疗相结
合，科普知识与 3D打印、人工智能 VR体验相结
合，实现学习兴趣和效益的放大。
四、创新技术展校 优化特色学习环境建设

学校整合资源设社区科普大学（南汇新城
镇分校），设置 AI智能体验、迎宾机器人、中西医
诊疗室等专用教室， 运用上海老年教育信息化

管理平台， 创新学习方式， 构建线上线下学习
“双空间”，开展云诵读、云画展、云阅读、健康云
讲堂等活动，参与人数达 12000余人。
五、彰显特色兴校 倡导特色活力生态校园

学校一直立足科研引领来提升社区教育品
质，被评为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教育工
作先进单位， 获评上海市优秀成人继续教育院
校、上海市社区教育科研基地。 学校整合区域资
源，建立起覆盖全人群 1+X 多维学习体系，通过
在“家门口”开展课程、讲座等活动，打造便捷的

社区教育“市民学堂”， 开展健康知识进社区活
动、“爱心课堂”、培育海洋文化等课程活动。

南汇新城镇社区（老年）学校将以“迎评创
优”为契机筹划新一轮教学发展，达到“以评促
优、以评促建、重在建设”的目的，提升社区教育
品质，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时序有常，昼夜交替，季节的轮
换悄无声息， 秋天在不知不觉中来
临，又在不知不觉中翩然远去。 秋的
魅力无不吸引着金山区罗星幼儿园
的孩子们。他们和老师一起体验无限
的收获。

一叶知秋 藏“杏”运
随着落叶的飘落，罗星幼儿园的

孩子们走进自然， 静听落叶的声音，
和植物、落叶一起玩耍、游戏。 他们观
察、体验多彩的树叶，充分感知树叶
的色彩美、图案美,通过切身的体验
与观察感受季节的变化。

醉美秋光 摘“果”乐
秋天， 看大树的树枝在风中摇

曳，看累累的果实在枝头摇曳，是丰
收的喜悦，是期待的凝结。

罗星幼儿园的家长们带着他们

的孩子走进田野，共同见证这“醉”美
秋光，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 老师们
支持孩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感受自
然的美好，支持孩子与各种自然资源
积极互动，在自然中自由探索。

秋高气爽 等“风”来
秋来了，秋风也来了，秋风在哪

里，在枝头、在田野，在不知不觉中
“秋风” 将万物改变， 有的变换了颜
色，有的变换了形态，秋风过处，五谷
丰登。 罗星幼儿园的孩子们在秋风中
感受秋天的韵味，在秋天里和秋风嬉

戏。
画里寻秋 寄“香”思

秋天是有香气的，罗星幼儿园的
师生一起，循着秋天的这份“香”，做
香袋、桂花糕等，用自己的方式记录、
探究，一起发现和探究来自于秋天的
各种“香”味。

金秋游园 拾“色”彩
秋天的颜色是说不尽的，罗星幼

儿园的孩子们走进山林， 拾起“秋
色”，用一抹秋季色彩邂逅美好，在色
彩里展现秋天的诗意、浪漫和平淡。

“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课程”，秋
天无处不在。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
教材。 罗星幼儿园的孩子们在秋天中
收获，在秋天中成长。

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是由教育部等
十二部委和地方省级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创新创业赛事。 本
届大赛于 2022 年 4 月正式启
动，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
题， 报名参赛人数 1450 万余
人，参赛项目 340 万余个，111
个国家和地区参赛， 真正实现

“百国千校万人”参赛，上海开
放大学杨浦分校从中脱颖而出
斩获金奖。

上海开放大学杨浦分校的
参赛项目是“巡智文化———基于
数字文创的中华文化换新破壁
者”， 该项目一方面重点围绕深
化“科技 +文创”融合发展，搭建
一流高校创新艺术与设计 IP的
交易平台，一方面致力于研究元
宇宙虚拟与现实的关系，以虚实
融合的方式，结合山东、全国乃
至全球的高校数字艺术品，基于
区块链技术打造 NFT 产品，探
索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和实践，助推产业加
速落地和生态建设。通过此项目联动国内外
高校创新创意群体， 激发青年创作热情，优
化成果转化路径。围绕数字孪生的“元宇宙”
空间和上下游产业，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
文创作品交易平台，依托国潮、电竞等主题
内容，讲好中国故事，激发文创产业新活力。

在全国总决赛中， 该项目与同组 14
个项目同场竞技。 历时从清晨到深夜，从
抽签、彩排、反复模拟到正式比赛等环节，
项目责任人张庭赫意志坚定、 追求卓越、
从容淡定、发挥出色，充分展示了上海开
放大学杨浦分校学子的青春风采和创新
创业能力！ 作为上海市职教赛道斩获比赛
金奖的项目，所获佳绩来之不易，每一秒
奋勇拼搏都饱含着师生共同的艰辛和付
出，值得高度肯定。 这份殊荣将带动上海
开放大学杨浦分校更多师生参与创新创
业大赛，不断提高参赛质量，形成创新创
业教育新局面。

近日， 虹口区精神卫生中
心党支部组织开展了以“新时
代 新篇章 新坐标” 为主题的
专题党课。 医院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全体中层干部、党员共计
44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专题党课由医院党支
部书记施征宇同志主讲， 施书
记从四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人民至上”理念进行了深
入解读。 接下来在原文诵读的
基础上， 施征宇与参会者分享
了《山海情》等脱贫故事，生动
地阐释了精准扶贫政策下我国
所取得的脱贫攻坚成就。 她还
通过分享自身亲历小故事和与
会者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
的中国奇迹。

最后， 施书记结合所处的
医疗卫生领域， 向全体与会者
提出思考———作为一名精神卫
生工作者， 我们可以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作出何种贡献？

通过本次专题学习， 医院广大中层干
部和党员同志收获颇丰，并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要转化思路、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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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的应用给我们生活
带来了便利，但很多老年人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 为了帮助老年人突破
智能手机使用瓶颈，共享数字化发
展成果，近日，嘉定工业区汇旺社
区根据“嘉定工业区数字教育进社
区专项行动”工作要求，组织社区
部分老年人开展学习活动。

针对近期高频使用的“随申
办”实际需求，本次学习的内容是
“随申办的功能与应用”。 在疫情之
下，更多的老年人由于出行、就医

等需要，都开始渐渐接触了“随申
办 App”， 如何让老年人更好地运
用随申办成为本次活动的重点。 在

社区办学干部和志愿者的悉心指
导和耐心帮助下，老年学员的很多
问题都迎刃而解，脸上露出了收获
的喜悦。 社区办学干部教学员们如
何关注嘉定工业区的“吾创吾品服
务平台”，获取“随申办”长者版内
的随申码、就医、出行等教学视频，
了解日常功能并学习使用。 学员们
发现有了平台，在闲暇之余就能够
打开手机学习相关知识，做到随时
可学。

通过本次活动，社区将优质的
数字化学习资源送到了老年人们
身边，帮助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与
技能，让他们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
做一个“跟跑者”，充分享受智慧生
活带来的便捷。

为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嘉定区徐行镇第十八届全民终身
学习活动周拉开了帷幕。 此次活动
周围绕“智学徐行 慧享生活”，展
示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终
身学习发展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
场景。 活动宗旨为进一步推进教育
数字化，积极建设“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街镇，为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不断贡献新的力量！

此次学习周共为大家准备了
三大板块内容让市民在“云”端享
受高质量社区教育，营造尚学新风
尚，推进幸福新生活。

非遗“云”体验
徐行草编产自嘉定水乡，从遥

远的唐代出世，兴盛于明清，发展
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徐行先民利
用黄草杆茎编织成玲珑精致的生
活用品， 缀以色彩鲜艳的花纹图
案，精细美观，轻巧方便。 2008年，

徐行草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终身学习，编织快乐人生！ 广
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共建学习之
城，共享学习之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