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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大海是校园 亲子共读促和谐

悄然兴起的海岛研学游
记者 潘杉 通讯员 陈昆龙 赵瑾

陶行知先生曾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依山傍海、风景秀
丽的洞头列岛上就有这么一家自然学校，
一直以来都坚持并践行这一教育理念。

洞头自然学校是一家纯公益的、自发
的亲子联盟，摒弃单一的应试教育，重视
学生全面的素质培养。成立一年半以来，
由最初只有十来人小范围结伴而行，到目
前已有300余名成员加入。家长带领着孩
子们回归自然纯朴的本真，以山川大海为
校园，以乡村农田为课堂，花草树木、鱼虾
虫鸟就是专属的课本。

石奇、滩佳、礁美、水清的百岛洞头，
养育了无数海岛人民，如今家长们带着
孩子来领略这片山海风光、学习自然中
的知识。

洞头区作为全国闻名的全域旅游示
范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意蕴浓
厚的人文景观。这所海上花园里的自然
学校，依托丰富的研学旅行资源，开拓出
一批精品研学线路，初步形成亲子研学旅
行课程体系，包括军事拓展，户外拓展，自
然探秘，学科融合研学，奥尔夫音乐研学
五大体系。

截至2020年底，洞头自然学校共举办
过十四期别开生面的亲子研学活动。

在九仙植物研学亲子活动，安宁恬适
的自然村，天朗气清的好环境，海岛田园
的生态优势一览无遗。比起实物，文字
总是显得乏善可陈。面对多种多样、种
类丰富的自然植物，孩子们也是“百闻不
如一见”，纷纷走近观察植物、上手学习
拓印植物。

在沙岙开展的农事亲子活动，亲子
互助，培养默契，体会农事的辛劳，感悟
粮食的来之不易。沙滩亲子运动会中，
在踩沙踏浪、享受沙滩的同时，开展了巡
滩、净滩、护滩行动，学习“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精神，保卫人类共同的自然
资源。

在第十二届中国·洞头全国海钓邀请
赛期间，自然学校的亲子家庭也来到离
岛慢城鹿西，开展了“我的征途在星辰大
海——鹿西东海黄鱼海钓亲子游”。登上
渔排，面向东海，在亲子的欢声笑语中体
验垂钓魅力、学习海洋知识。

自然学校独特的亲子研学活动，真正
做到学校在山川大海，引导孩子亲近自

然。在自然之中启迪思维、陶冶情操，用
心去感受自然事物的美妙，从自然之中获
取创造的灵感，实现促进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目标。

文化的历久弥新离不开一代代人的
传承，自然学校的研学旅行不仅让孩子们
的脚步走出了户外，更让文化走进了孩子
们的心间。

2020 年 12 月，最新一期亲子研学活
动，洞头自然学校联合海霞军旅再次吹响亲
子研学集结号，迎来以“做一天海霞战士，圆
你的军旅梦”为主题的第十四期活动。

此次亲子研学活动融入青少年国防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以亲子真人CS对抗
赛的形式，培养孩子们爱家乡爱祖国的乡
土情怀，感受这抹永不褪色的“海霞红”。

当天，整装完备、英姿飒爽的“海霞
兵”们通过短时军训，掌握了射击技巧，完
成“新兵连”训练科目考核，正式来到了

“战场”。场上，大家脸涂迷彩，手握枪杆，
或攻击、或防守。激烈的枪战过后，场上
不断冒起了“阵亡烟”。其后，活动别出心
裁地设计了复活环节，与经典诵读相结
合，孩子们学以致用，快乐背书，大声朗
诵，以智慧的方式复活重回战场。

这场真人CS对抗赛展现了团结合作、
携手共进的精神，整个过程军纪严明，寓
教于乐。结束时，由教官带领大家齐唱国
歌，感恩祖国和平强大。

活动时间虽然短暂，学员们却感触颇
深。不仅收获了互帮互助的温情与快乐，
同时更深入体会了“爱岛尚武、励志奉献”
的海霞精神，让孩子们在走向更远的未来
和更广阔的天地时，不忘这一份海霞之魂。

对于此类对抗赛式的亲子研学，家长
们难免会担心户外活动有风险。故而为
更好地维护亲子安全，洞头自然学校还建
立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体系，每次活动都要
做到“六个一”：一次以上踩点，一个详细
执行案，一个应急包，一个应急救援员，一
份活动保险，一个安保小组。确保给孩子
们创造更安全更快乐的研学旅行路线。

海岛为研学赋予了更加丰富多彩的
形式，承载了每一个家庭的亲密无间与每
一个孩子的热心向学。那么未来的亲子
研学与海岛发展还会碰撞出怎样的无限
可能呢？

近年来，洞头通过蓝色海湾整治等行
动，在海岛生态修复和海洋产业发展方面

取得丰硕成果，让海上花园更美、蓝色海
湾更“蓝”。在这块蓝色海洋孕育的宝地
上，海霞女子民兵连“不恋都市恋海岛、不
爱红装爱武装、不顾小家顾大家”的信念，
也激励一代又一代洞头人民奋发向上、努
力拼搏。

自然风光与人文精神的合力，不仅使
海岛旅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更让亲子研
学活动显现出一番方兴未艾之势。

这场悄然兴起的海岛研学热，为中小
学生的课余生活带来了丰富的学习体验，
为亲子家庭的和谐成长创造了更多欢乐
回忆，更为海岛旅游的多元发展增添了一
抹人文色彩，进一步开掘深挖海岛旅行资
源的有效利用。

未来，洞头将进一步聚集研学力量，
联合官方机构、公益联盟与社会组织，
领衔研学业态，开拓研学市场。洞头区
海霞学院将一如既往地为研学团队开

展红色教育、体验军旅生活；洞头区半
屏山学生综合实践学校将进一步尝试
创新研学旅行的机制、课程、线路，做优
做精活动项目；洞头自然学校进一步开
发亲子研学旅行课程体系，注入更深厚
的人文蕴涵。

作为不可缺少的一股社会力量，温州
金海岸开元度假村在 2020年共接待了 24
场亲子团建。绘画春天、一米菜园、沙滩
亲子趴……引得众多研学团队前来体验；
热身舞、环保走秀、寻宝趣味跑……创造
了无数亲子的温馨时刻。新的一年，开元
度假村也将继续为亲子家庭搭建爱的桥
梁，为洞头研学游加入一道精品路线。

这波研学热更会助力洞头旅游热，招
徕更多研学团队与亲子家庭来到洞头、体
验洞头、爱上洞头！

大海永远不辜负每一个旅人，亲子亦
将在研学的行途中收获满满！

寒潮过后 大批海鲜游上市民餐桌
本报讯 （记者 苏煜晗 潘道

阳） 1月 4日下午，记者在岙仔码头
了解到，元旦寒潮过后，洞头区渔民
渔获丰收，小黄鱼、带鱼等颇受青睐
的海鲜产品纷纷游上了市民的餐桌。

记者在岙仔码头看见，不少船员
正在挑拣渔获，将小黄鱼、带鱼、黄姑
鱼、鱿鱼等新鲜渔获过秤装箱，尽管
天气寒冷，但是现场一片火热，吆喝
声与挑拣声织成了一片。

据了解，当天上岸的渔获是浙洞
01497与浙洞01498船三天的双拖作
业，这也是元旦寒潮过后，两艘船双
拖作业的第一次丰收。

“1 号寒潮解除后，当天便出海
去了，这三天收获还不错，预计能有
20来万元收入。”两艘渔船的船长林
忠民告诉记者，“其中黄姑鱼有 100

多箱，黄梅鱼和杂鱼也各有 100 多
箱，总共有三四百箱，都将送往洞头
的菜市场。”

除大型的双拖渔船作业外，还有
流刺网渔船等也为选购海鲜的市民
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商户周悦说：“流刺网捕捞的海
鲜也很新鲜，大家也喜欢吃新鲜一点
的海产品，也比较好卖。这个季节捕
的鱼，主要是马加鱼、白鳓鱼、鲳鱼，
还有带鱼。”

在北岙农贸市场，记者看到商贩
们正在叫卖，渔货不断地从车上卸
下，引来不少市民驻足。也有的市民
已经拎着大包小包的海鲜，准备回家
一尝美味。记者采访了几位市民，大
家纷纷表示这些鱼很新鲜，都采购得
很满意。

区经信局牵线搭桥
开启“校行企”合作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陈凯歌 陈新民）日前，区经信

局牵线区电器商会、区职教中心举行“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签约仪式，开启学校、行业组织、企业三位一体的
合作模式，实现人才培育模式新突破。

签约仪式上，区经信局、区教育局、电器商会
和区职教中心为电器商会 7 名专家组成员、4 名兼
职讲师颁发聘任证书，为六大实训基地举行授牌
仪式。

根据协议，今后三年，双方组建的专家组将为职教
中心设置的电子班设置人才培养和课程方案，专家将
不定期赴职教中心指导学生技能实操教学活动。电
器商会确定的实训基地每年按计划提供实习、见习
岗位，供学生赴企业开展实践活动。学生毕业后赴电
器商会会员企业就业待遇要高于新入职的普通员工。
双方协议还就加强“校会企”资源共享推进技术合作等
事项作了规定。

按下噪音“暂停键”
护航高中学考选考

本报讯（通讯员 郭志建） 1月 6日-8日是浙江
省学考选考的日子。为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区生态
环境分局组织人员在洞头一中、职教中心两个考点周
边开展环境排查和整治工作，为噪音按下“暂停键”，为
学子考试保驾护航。

据悉，为切实提升执法效能，该局前期组织
召开讨论会，分析学校周边实际情况，对分工、职
责等相关内容进行具体讨论，落实行动要求，并
抽选执法队员成立小组，为考试期间突发情况做
足准备。

行动中，执法人员对建筑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及其
他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场所进行巡查，以动态巡逻、定
点整治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整治工作，要求相关单位在
学考选考禁止实施高噪声作业。

灵昆一小木棉中队
喜获“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良善）记者从区教育局获悉，
近日，灵昆一小六（3）木棉中队喜获“全国优秀少先队
集体”荣誉称号，成为温州市唯一上榜中队。

据了解，六（3）木棉中队是一支和谐友爱、凝聚
力强的少先队集体。该中队以“心向木棉，勇往直
前”为口号，积极创建动感中队“红领巾小主人”

“红领巾小书虫”“红领巾小健将”“红领巾小百灵”
“红领巾小创客”五小活动以及“传承洞头海霞精
神·我为美丽家乡代言”等小小志愿者活动，取得
优异成绩。

该中队曾先后获得区先进班集体、市先进班集
体、省优秀少先队中队、全国优秀动感中队等荣誉
称号。

大门企业为驻岛部队
送上“暖心水”

本报讯（通讯员 胡思思）受旱情影响，近日，大
门镇辖区内严重缺水，导致岛驻部队官兵生活用水受
到影响。得知情况后，1月 3日，大门兴力洁集团负责
人第一时间出动公司洒水车，为驻岛部队送去1吨“暖
心水”，解决官兵的燃眉之急。

“大家都一致同意把公司库存的水先送给战士
们，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能为驻岛部队帮上一点
忙，我们都挺开心的。”兴力洁集团负责人林星利
说道。

据悉，大门企业有着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密切与
部队联系，积极带头参与双拥共建活动，力所能及帮助
部队解决各种实际困难，为巩固和发展军民团结的创
造了良好的局面。

低温冰冻天气
蔬菜穿“衣”御寒

本报讯（记者 洪建栋 王丛文）为减少低温冻害
对蔬菜生产带来的损失，连日来，东屏街道后寮村的菜
农们正忙着给农田里的蔬菜“保温”御寒。

记者来到东屏街道后寮蔬菜基地，看到部分菜
地已加盖棚膜，菜农们正抓紧对露地菜田铺设地
膜。菜农赵大姐告诉记者，地膜具有提高土壤温
度、保湿降温、抑制杂草生长等作用，既提高了土壤
的肥力，也增强了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确保农作
物稳产增产。

这几天，后寮村党支部书记叶海波密切关注气象
信息。为确保农作物安全生产，他还认真指导菜农做
好农作物防寒防冻工作。

“接到区里和街道关于防御寒潮的通知，我们就
会及时在群众微信群里面通知群众去做好对蔬菜的
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作物的损失。”叶海波
说道。

跳蚤市场收获多
校园成长乐非凡

本报讯（通讯员 林鹏）近日，鹿西小学举办第三
届校园“跳蚤市场”活动，通过旧物循环利用、以物换物
和以钱换物的方式，让孩子们体验“小买卖，大成长”的
乐趣。

“跳蚤市场”摊位前宣传海报布置得五彩斑斓、别
出心裁，并配有多种多样的促销标语和广告。孩子们
摇身一变成了“小摊主”“小老板”，招揽顾客前来，物
美价廉的商品吸引许多师生驻足挑选。商品繁多的
摊位人气爆满，益智类玩具、卡通布偶等深受买家追
捧。活动结束后，孩子们认真记录下自己的交易过程
和收获。

“跳蚤市场”活动这一生动且颇具创意的社会实践
课，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应
变能力、理财能力，还提高了孩子们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的能力。

渔民正在清点渔获。

滩涂活动。

金海岸开
元度假村亲子
团建。

认识植物。

教官带领新兵训练。

亲子真人CS对抗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