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口小学
剪纸教育润童心

本报讯（通讯员 聂方勇 舒晓慧）“咔嚓、咔
嚓、咔嚓……”近日，麻阳苗族自治县江口小学
美术兴趣小组的学生们兴奋了， 他们在该县非
遗传承人、该校美术教师何芳林的悉心指导下，
认真练习剪纸，传承、弘扬非遗文化。

江口小学一直以来十分重视非遗传承工
作，学校把书画、剪纸教育作为本校特色课程，
开设兴趣班，让非遗文化走进课堂，浸润每个孩
子心灵。学校还经常组织全校性的书画展示、比
赛活动， 每年还邀请麻阳苗族自治县书画名家
到学校讲课指导，并现场挥毫泼墨，留下一幅幅
精美的墨宝，供学校师生观赏临摹，激发孩子们
的学习兴趣。

05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彭静 版式：姚慧 校对：刘静 2018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三科教新报 校园

2018 年 10 月 31 日，长沙市芙蓉区
朝阳幼儿园开展了为期一天的“快乐向
前冲”亲子户外教学活动。 活动在长沙
市望城区贝拉小镇举行，参加的幼儿和
家长人数达 658人。

早上 8 点半左右，快乐的小宝贝们
就出发了。 贝拉小镇的体验项目丰富多
彩，而贝拉队长也早已等候多时。 一进
入园区，小朋友们首先体验的项目是在
智慧山谷里面的木工坊、 悦读空间、环
保墙等项目。 木工坊需要小朋友们动手
去制作一个简单的物品，锻炼小朋友独
立创造的能力；悦读空间则是知识的天

堂，丰富多彩的书籍，吸引着小书迷们
争相阅读。

体验完智慧山谷的项目之后，小朋
友们又来到了集合空间体验区。 积木
馆、 交通馆最受小朋友们的青睐了，不
同类型的积木在小朋友手里，变成了不
一样的艺术品。 其他的户外教学项目还
有很多， 比如九大无动力体验区等，最
受小朋友们欢迎的要数勇气滑道了，这
个不长的滑道类似于滑滑梯，每一次的
滑下都代表着小宝贝们战胜了自己、获
得了勇敢和成长。

陪伴， 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亲子，是孩子感受亲情最好的活动。 一
天的户外教学活动让每一个家长和小
朋友都感到非常充实和快乐。

本次活动由湖南乐达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承办，该公司推崇“寓教于游、
快乐体验”的核心理念，以“安全、快乐、
提升”为亲子活动的宗旨，通过培养一
支专业、前沿的辅导老师队伍，按照客
户的不同需求，精心策划定制各种特色
主题的亲子活动，使孩子和家长在快乐
的活动中亲密交流，提升亲情；通过实
地体验和观察， 让孩子打开认知的大
门，从而收获满满。

创“新”运动会动感火爆
本报讯 (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周波 黄

蕾)10月 31日至 11月 1日， 长沙高新区明
德麓谷学校第五届阳光体育运动会火热举
行。 记者捕捉创新、动感的镜头，记录这场
不一样的运动会。

镜头一：啦啦操与鼓声的碰撞
10 月 31 日上午 9 点，以年级为单位的

方阵展示来袭。
一年级孩子挥舞着铿锵有力的拳头表

演跆拳道操，孩子们年龄不大，动作却力道
十足；二年级将舞龙舞狮搬上运动会场，活
灵活现的动作引得围观家长哈哈大笑；四
年级孩子展示太极功夫扇， 在悠扬的乐曲

声中，孩子们推掌、握扇一招一式，都有板
有眼、韵味十足；五年级的孩子们将啦啦操
和中国传统的鼓文化相结合， 赋予了传统
鼓声新的生命力。 七年级学生扮演“唐三藏
师徒四人”出行，“孙悟空”凌厉的眼光扫视
四周，令人不禁遐想：是哪个妖魔鬼怪即将
出没……

镜头二：你丢我接，正中下怀
10 月 31 日上午 11 点，“看准篮子，再

把沙包投进来!”在田径场的右侧，亲子比赛
“正中下怀”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家长们
腰上挎着一个篮子， 站在离孩子三四米的
界线外， 孩子们则将沙包投进家长的篮子

里。 场上，家长们和孩子们配合默契，就算
失手，也不忘相互鼓励。

赛场旁， 五年级学生果果的妈妈一脸
兴奋。 她拉着果果来到一旁的空地上，拿了
近 20个沙包给果果，自己则站在五米开外，
将篓子绑在自己的腰间， 和果果练习丢沙
包，为上场参赛做准备。

她表示：“家长们参加运动会的积极性
很高，大家自愿报名比赛，自发组织配合。
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运动会让孩子们多锻
炼，将体育运动融入生活，融入课堂，希望
孩子们在取得优异学业成绩的同时， 也拥
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

乐绘“南瓜灯”

11 月 1 日，通道侗族自治县流动少年宫的美术教师为礼雅小
学留守儿童上课。 美术课上教师指导孩子绘制“南瓜灯”，并给孩
子们派送糖果。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积极开
展送教下乡活动，把一批批优质的艺术课程带到乡村，让更多的留
守儿童享受艺术的乐趣。

通讯员 曾宪武 粟勇主

岳麓区人民检察院
普法儿童剧走进幼儿园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王俐）“小朋
友，你能送老奶奶回家吗？ ”“老奶奶，您等下，我
叫大人来送您。”10月 31日下午，长沙市岳麓区
人民检察院创作的普法儿童剧《“大灰狼”落网
记》在湖南师范大学幼儿园上演，用寓教于乐的
方式向孩子们宣传法律知识，保护自己。 现场，
160多名孩子观看了该剧的演出。

《“大灰狼”落网记》以多个小故事组成，演
员们用丰富多样的语言、 表情和肢体动作模拟
现实生活中升级的很多骗拐“招数”：比如扮演
老奶奶博取儿童的同情心， 假装快递员来敲门
等等。“大灰狼”通过“法术”变幻成不同的模样
拐骗小朋友， 而剧中的小朋友都通过自己的智
慧识破了骗术。

小观众们全神贯注，时而拍手叫好，时而着
急跺脚。 看到“大灰狼”被打败时，小朋友们跳起
来鼓掌。 大一班的黄子修小朋友还对旁边的老
师说，通过这个故事，她知道了千万不能跟陌生
人走，否则就会被拐骗走了。

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案
组员额检察官周萃介绍，“针对中小学生， 我们
大多采用传统的普法教育方式，比如海报、讲座
等宣传形式， 儿童剧的生动方式让小朋友更容
易领会和掌握防骗知识和自我保护技能。 同时，
我们让小朋友亲自参与到其中， 对了解有哪些
拐骗形式、怎么避免和应对坏人等更有帮助。 ”

检察官还给全幼儿园每位家长写了一封
信， 呼吁家长们平时多进行防拐骗防性侵等方
面的安全教育，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

朝阳幼儿园开展亲子户外教学活动
通讯员 曾小年

南岳区一中
以大数据应对新高考

本报讯（通讯员 贺展 欧伟峰）11 月 2 日，衡阳市南岳
区第一中学与湖南惟楚有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新高
考资源评估合作协议》， 依托该公司教育云平台的大数据分
析， 探寻新高考背景下的学生生涯成长方向和走班选科方
向，帮助学校提前对新高考所需的师资资源、教室资源等做
好预案，积极应对高考改革工作的一系列难点问题。

2018 年，是湖南高考改革正式实施的第一年，高考的
考试形式由文科、理科的“固定组合”向“多元选择”转变，采
用语、数、外加“6选 3”模式。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人才培养
方式和标准发生了变化，如何帮助学生认清自己在学科上的
长短板、优劣势，制定“个性学习”计划，提高学习针对性和效
率，助力学生在新高考模式下，选择合适科目和未来发展方
向，是每所学校面临的第一难题。

南岳区第一中学校长谢小才表示，学校与专业公司的合
作，能更好地整合各项资源，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来改变教
与学的方式，实现因材施教，准确科学地指导学生进行学业
生涯规划与专业选择。本次合作，希望能通过新的技术，依托
大数据精准定位学校的学科优势，帮助南岳区一中结合自身
资源找到最优势的选科组合，找到学科特色，发展特色办学，
成为新高考模式下的示范校。

英陂中学强化党建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陈泓）近年来，衡阳县英陂中学围绕立

德树人总目标， 把党建工作融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全过程，
以党建促育人， 实现了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融
合、助推学校健康快速发展。

学校充分发挥党员教职工的先锋模范作用：一线教师争
创“教学先锋岗”，班主任、道德与法治教师争创“育人先锋
岗”，行政人员争创“服务先锋岗”，学校中层以上干部争创

“管理先锋岗”。 让党员教师领跑在教改最前沿,从而影响带
动全体教师人人敬业奉献、个个创先争优。 该校临近退休的
物理教师陈文武，承担着两个毕业班的物理教学工作，同时
担任班主任、物理备课组长，虽然身兼数职、工作繁重，但他
时刻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工作。 成为该校
老师的学习榜样。

正是由于学校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并把党建工作与学校
的教育教学工作有机融合，学校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教育教
学水平逐年提升，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 蒋淑凤 魏
莉）11月 1日上午，东安三小教育
集团 2018 年度集团教研活动启
动仪式暨“人文杯”现场教学设计
大赛举行。由东安三小牵头，凡头
圩学校（小学部）、川岩学校（小学
部）、井头圩中心小学、山口铺中
心小学、端桥铺中心小学、竹木町
中心小学等 6所学校参与。

比赛现场，19 名语数英学科

教师围绕“落实核心素养，创建生
本课堂” 这个主题， 以完整的内
容、创新的理念、实用的设计，呈
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教学设计
“大餐”， 体现了青年教师独特的
教学魅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最终，
端桥铺中心小学郭娜、 东安三小
罗芳、 竹木町中心小学张扬等 8
名教师分别获得语文、数学、英语
学科教育设计一等奖。

高坪学子玩转科技
本报讯（通讯员 朱顺清）“落叶造纸机”“闪电充电桩”

“空中灭火器”“智能硬币筛选机”……11 月 5 日上午，浏阳
市高坪镇中小学校园科技节上，来自全镇的 200 名选手进行
角逐，参赛作品酷炫感十足。

据悉，此次科技节的主题是“创新、实践、发展”，共有小
发明、小论文、小制作、科学综合实践、电脑绘画、科幻绘画、
奇思妙想闯关、航模比赛、科学知识竞赛等 9个比赛项目。

武陵小学学子拼搏田径场
本报讯（通讯员 夏利华 虞茜）10 月 30 日至 31 日，常

德市鼎城区武陵小学成功举办了第 25届运动会。 此次运动
会比赛项目分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

跑道上，运动员们挥洒汗水，奋力奔跑。 跑道两旁，同学
们在呐喊助威，加油声此起彼伏！内操坪，一年级的一分钟亲
子跳绳、“海底捞月”开展得如火如荼，比赛激烈而有趣！集体
项目“快乐运输工”“30 米迎面接力”“拔河比赛”等，让学生
们在比赛中感受运动乐趣。

洞口文昌中心校
集中培训通讯员

本报讯（通讯员 向春梅）11月 1日，洞口县
文昌中心校举行 2018 年通讯员集中培训，县教
科局宣传口负责人黄亦龙和洞口教育微信公众
号编辑尹冰应邀给 6 所学校 20 余名骨干通讯
员传授新闻写作知识。

尹冰从宣传正能量、注重选材、注重对稿件
修改等方面做了主题培训。 黄亦龙根据自己多
年的写稿经验分享新闻写作技巧。

据悉，2010年以来，洞口县文昌中心校连续
8年被洞口县教科局评为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谢应龙
网络名师工作室在首席名师、特
级教师谢应龙的率领下来到双峰
县八中送课送培， 双方教师开展
了化学课程《金属钠》的同课异构
观摩、交流活动。

谢应龙从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五个维度进行了点评，指

出了构建生动、生本、高效课堂
的要点。 湖南省谢应龙网络名
师工作室首席顾问、 长沙教育
学院师训处主任、 特级教师姚
建民现场支招课堂教学要选好
设计点，要聚焦“起痛痒”，要融
合学科味。

王德和

东安三小教育集团举行现场教学设计大赛

双峰八中迎来名师工作室送教送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