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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芳 60 载 绽放新时代

□本报记者 张弘

桂林市少年宫作为共青团直接领导下的
机构，少先队工作是其职能工作的重要部
分。

2019 年 5 月 17 日，中国少年先锋队桂
林市少年宫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少先
队桂林市少年宫校外工作委员会成立，广西
壮族自治区首个校外少工委诞生。少先队工
作模式，从过去的参与、配合校内活动，转
变为主导、承担少先队校外活动。从此，少
年宫少先队工作翻开了新的篇章，担负起新
的历史使命。

市少年宫校外少先队与学校少先队工作
相比，更注重开展生动、活泼的实践活动、
主题活动、思想教育活动。十九大以来，市
少年宫充分发挥校外少先队平台作用，在组
织设计少年儿童培训及活动项目上，通过艺
术、科技、体育等独特方式，让少年儿童在
活动过程中接触和了解少先队在政治上的先
进性。近几年来，创立和打造了“时刻准备
着·入队前第一课”、“红领巾心向党”、
“红色经典”艺术体验、“小桂花飘香”大
型队列舞展演、魅力合唱“静听”音乐会等
十多项主题活动，为少儿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7 年 6 月开始，市少年宫针对在少
年宫学习的所有 5 — 6 岁的学龄前儿童，
开展“时刻准备着·入队前第一课”教育活
动。通过此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少先队的光
荣历史，学习少先队的基本知识，了解少先
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先进组织、祖国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让加入少先队成为他们进
入小学的第一个奋斗目标，让共产主义理想
的种子扎根于心中。此项活动在少年宫各专
业活动室、少先队队室、少先队成长空间等
活动阵地开展，目前已完成 60 多场，近
3000 名学员受到教育。

为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开
展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建设，市少年宫利用
假期组织少先队员及教师奔赴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主题活动。通过
实地体验红色文化，采风传承红色基因，让
少先队员们在耳濡目染中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领悟“红色精神”内
涵，提升少先队员的思想境界。自 2010 年
以来，活动已举办 12 期，共组织 196 名学
员及教师，奔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
坡、百色等 10 地开展主题活动。

每月一主题，用艺术表演、艺术欣赏、
艺术体验等丰富的形式，对少先队员们进行
红领巾先进性和思想道德教育，在艺术的教
化中挖掘和继承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优良作
风，这是市少年宫为少年儿童创设的“红领
巾心向党”主题艺术活动。自 2018 年 8 月
起，活动共开展 8 场，演员 328 人，作品
139 个，观众人数 1000 多人。自 2015 年
6 月创办以来，共举办了以“红领巾之歌”

为主题的 4 场专场演出，参与表演的少先
队员近千人。通过这样的主题演出活动，传
播了红色文化，唱出了少先队员爱国爱党的
情怀，在活动中践行和培育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童心永向党”主题教育征文活动，是
市少年宫面向小学三年级以上的桂林市少年
儿童开展，由主题作文征集和优秀作文诵读
两个环节组成的主题活动。活动引导孩子们
关心国家大事，聚焦身边的社会现象，发挥

主观能动性去观察生活、思考人生、爱国
爱家。自 2017 年起，每年 11 月举办活
动。至今共开展 2 届，参与人数 185
人，作文 185 篇，共展出 29 篇优秀作
品。

30 多年前，舞
蹈让我与桂林市少年
宫结缘。

母亲把我送到了
市少年宫，跟着刘老
师学跳舞。这一跳就
是十多年。那个年代
学跳舞的孩子很少，
舞蹈老师也只有刘老
师一位，她一个人带
了几个班的孩子。那
时候不像现在有多媒
体教学，一般都是刘
老师弹琴伴奏给我们
跳，很辛苦！她上课
时对我们很严厉，所
以那时候的我们普遍
功底都不错。下课
了，她就非常和蔼可
亲，像妈妈一样，有
时还会带我们出去
玩。后来我入选了
“小桂花”艺术团，
经常参加各种大大小
小的演出和比赛，还
拍过电视。跳舞，让
我们成为了学校文艺
演出的佼佼者，让我
们充满了自信。少年
宫对于我而言，是一
段历久弥新的记忆，
是一种逐梦青春的情
怀。

8 年前，女儿让
我与少年宫续缘。

我拒绝了身边
朋友介绍的各种培
训机构，毅然将 4 岁
的 女 儿 送 入 少 年
宫。第一节课，刘老师似乎从女儿身上看到了我的影
子，将她选入艺术团。知道后的我，心里有一种说不
出的激动。那么多年了，再次看见刘老师，我很惊
讶，一位年近 70 的老人，依然还是那么优雅，那么神
采奕奕。本以为应该退休在家乐享祖孙天伦的她，依
然还在为她热爱的舞蹈事业默默奉献着，她已经将舞
蹈视为生命。随后的 8 年，每周两节舞蹈课，每一场
演出，我们母女俩从未缺席。女儿后来也加入了“小
桂花”艺术团。舞蹈带给我们快乐和自信，市少年宫
是我们放飞梦想的天空。

童年梦，舞蹈梦！少年宫承载着我们家两代“小桂
花”艺术团员的梦！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王彪 蒋
菲迪）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在如今的桃
花湾沿线，一条连接大公馆至庙门前村，
宽约 5 米，全长约 8 公里的休闲绿道已
对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近日，秀峰区城
管大队以创城为契机，加强对步道的监管
维护，确保桃花湾沿线休闲旅游步道的文
明秩序。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条集徒步观
光、散步健身、娱乐体验等功能于一体
的旅游休闲步道，每天吸引大量市民、

游客前来休闲娱乐。步道沿线设置了温
馨提示，提醒市民游客不能在步道行驶
机动车、电动车、摩托车等，在步道的
通道出口也设有石墩防止电动车、机动
车通行。但仍然存在不少人无视告知
牌，强行将石墩挪开，将电动车开到步
道上行驶等不文明行为。

为给广大市民和游客营造一个舒
适、优雅、安全的沿江步道环境，秀峰
城管按照区政府的工作部署，从 5 月
初开始每天早上 7:30 至晚上 7:30 ，
坚持对步道沿线主要通道口采取“定人
定岗”的监管，针对步道乱停放电动
车、机动车及电动车违规进入步道等行

为，执法队员对当事人进行了大量的解
释、宣传、规劝等教育工作。同时，对
违规移动的石墩进行归位。

秀峰城管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桃
花湾旅游休闲绿道是惠民利民的民生工
程，希望各位市民支持创城工作，文明
使用步道。下一步，秀峰城管将继续加
强对步道的巡查管理，每天安排执法队
员对步道进行“无缝隙、不间断”的巡
查，保持桃花湾步道市容环境整洁、有
序。

秀峰城管保障桃花湾步道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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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少年宫的故事

光荣的摇篮
——— 记生机勃勃的桂林市少年宫校外少先队

本报讯（记者秦念 通讯员杨长波）
5 月 16 日，“游动湘江，弘扬伟大长征
精神”和“翻越老山界，走好长征路”两
大红色主题活动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
江战役烈士纪念碑园启动。在当天活动

中，“桂北红色旅游联合体研学旅行基
地”正式成立，桂北红色旅游联合体发布
了多条线路和年度发展计划。

记者了解到，两大红色主题活动将持
续到 12 月结束，主要为 8 月至 9 月举办

的 10 万人游动湘江和 11 月举办的 3
万人翻越老山界活动。据介绍，两大主
题活动的举办将进一步营造桂北红色旅
游、红色教育的浓厚氛围，将桂北建设
成全国红色旅游目的地，实现兴安作为

桂北红色旅游集散地的作用，形成桂北
红色旅游经济圈，助力脱贫攻坚。

该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兴安县人民政府和桂北红色
旅游联合体承办。

“游动湘江，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翻越老山界，走好长征路”

我市启动两大红色主题活动

创城再出发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
讯员秦培）精准扶贫，教育先
行。近年来，灵川县委、县政府
狠抓教育工作，在政策上予以倾
斜，资金上给予保证，人力上充
分支持，实现了扶贫与扶智的有
机结合。

帮一个贫困学生读书就业，就
挖断一户穷根，阻断了贫困的代际
传递。 2016 年以来，灵川县通过
落实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给贫困学
生建档立卡、发放专项助学金、开
展“控辍保学”等方式，力争让学
龄儿童“一个都不能少”。数据显
示， 2016 年至 2018 年，该县共
为 46221 人（次）学生发放教育
专项助学金达 4250 .695 万元，其
中惠及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8018 人
（次），发放资金共 677 . 4 万
元。同时，加大中小学校基础设施
建设，为教育扶贫提供硬件保障。

目前，该县有建设项目 63 个，
其中农村学前教育资源项目 3
个，义务教育学校改造项目 59
个，普通高中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1 个，总投资达 7327 万元，新
建校舍面积达 60381 平方米。
去年，该县还招聘乡村教师 138
名，为教育扶贫事业注入了新鲜
血液。

此外，灵川县还把“控辍保
学”工作同精准扶贫工作结合起
来，责令辍学学生家长按时送子
女入学。仅今年 3 月，该县成
功劝返 11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辍学学生回校上学。全县 229
名残疾儿童少年，除 14 人因重
度残疾免学， 1 人延缓入学外，
其余 214 人已全部入学。其中
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123 人，特
教学校就读 55 人，送教上门 36
人。

灵川县：教育扶贫
“一个也不能少”

2016 年— 2018 年共为

46221 人（次）学生

发放教育专项助学金 4250 .695 万元

近日，永福县广福
乡免费向该乡 8 户扶贫
搬迁贫困户发放 500 多
株麻竹竹种回家种植。永
福县为确保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
能发展、可致富，通过引
导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或推荐到企
业就业等多种方式，助推
贫困群众实现增收脱贫致
富。

通讯员李小林
黄先玉 摄

永福：特色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通讯员谢次娣） 5
月 18 日，第八届阳朔诸葛亮文化
旅游节在阳朔县葡萄镇举行。

此次活动有开幕式文艺演
出、民俗巡游、诸葛后裔祭祖大
典、“草庐对”诸葛智慧论坛、
地方文艺汇演、景点景区免费向
本地居民开放等六大项活动，吸
引了 1 . 2 万余本地居民参与。同
日，葡萄镇的葡萄山、莫一奇
峰、五指山等 3 家景点免费向本
地居民开放，共接待免费游游客
2 万多人次。

阳朔县葡萄镇是华南最大
诸葛亮后裔聚居地，该镇将诸
葛亮文化融入城镇建设，打造
了面积达 8000 多平方米、以
诸葛亮文化为主题的市民广
场，引导民间资本投入 500 多
万元，提升建设了武侯祠诸葛
亮生平事迹陈列馆和翠屏草庐
诸葛村村史馆，通过诸葛亮文
化旅游节擦亮了名人文化、名
人品牌、名人效应的文化和旅
游名片。

第八届阳朔

诸葛亮文化旅游节举行

少先队员
们在魅力合唱·
“静听”音乐会
上表演《红领巾
之歌》。

(本文图片
由市少年宫提
供)

▲“红色经
典”艺术体验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