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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晔
“一根细细的红绳子，挂在手指上，在
两名同学轮番地挑、穿之下，立即变得灵
动起来，不停地变换着图案。课堂也立即
热闹起来，孩子们的思维也跟着活泼起
来。”这是近日长沙市望城区雅礼丁江学
校 1802 班课堂上的一幕。上课的老师叫
彭文雅，这节课的内容是传统游戏《翻茶
盘子》。
《翻茶盘子》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老长
沙”游戏，取材简便，操作简单，玩起来动
手又动脑，既讲团结协作又有花样创新。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奇的、成品化的
玩具越来越多，
《翻茶盘子》等传统游戏逐
渐淡出了孩子们的生活。望城区中小学
教师发展中心挖掘本土传统游戏，将其开
发成绘本，融入课堂教学中，取得了寓教

沅陵：同台竞技共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瞿宏红）
“通过这次教学比武，
我觉得教
师的功夫得在平时积累。
”沅陵
县凉水井镇中心小学语文教师
张悦有感而发。近日，沅陵县
中小学教师教学比武决赛圆满
结束。
本次以“培根铸魂 启迪智
慧”为主题的沅陵县中小学教
师教学比武活动是该县首次
“没有教龄限制、没有学科规
定”的大型教学比武活动。
为了推进教学改革，打造
高效课堂，也为了促进专业成
长，培育优师团队，自今年 4 月
以来，沅陵各督学责任区和中
小学认真组织，61 所中小学校、12 门国
家必修课程全部覆盖。45 岁以下中青
年教师 3000 余人于 9 月下旬完成了学
校初赛，300 多人于 10 月下旬完成了督
学区复赛，
最后 94 人脱颖而出参加全县
的教学比武决赛。

双牌：
备课大赛传捷报
本报讯（通讯员 蒋笃家 王清华）
12 月 15 日，2021 年度湖南省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创新
应用在线集体备课大赛结果揭晓，双
牌县 31 个团队 150 多名教师获奖。这
是双牌县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创新、
创优教师培训，把教师工作坊研修与
开展课题研究、参加教学竞赛相结合
结出的硕果。
如何提升培训的质量，把培训落
实到课堂“提质增效”上，落实到增强
“师能”上？在今年的“国培计划”整校
推进工作坊研修的团队培训上，双牌
县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创新工作方
式，明确要求每一名参培教师不仅仅
要在网上学 ，线下听，更要在实践中
“练”与“做”，把赛、研、培结合起来，
做到主题研修与课题研究相结合、校
本教研与参加集体备课竞赛相结合，
以学科组为单位开展研课磨课，提升
信息技术创新运用能力与课堂教学质
量，开展教学“大练兵”运动，推动整校
教师“师能”上水平、上档次。

于乐的效果。
在教学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对称图
形》时，中岭小学教师刘子君巧妙地引入
《翻茶盘子》绘本，让孩子们看绘本玩游
戏，边玩游戏边判断翻出的图形是否为对
称图形。孩子们玩得开开心心，知识也掌
握得扎扎实实。
“望城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
锋的故乡；望城的铜官民窑首创釉下彩瓷
闻名于世，欧阳询书法流传天下……”说
起本土传统文化，望城区中小学教师发展
中心书记周国庆如数家珍。
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教育提供了丰沃
的土壤。望城本土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望城区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
为了萃取本土传统文化进行传承，精心策

划并实施了《基于本土文化传承小学数字
绘本创作实践与应用研究》这一省级课
题。
“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课题组进行了
13 次实地调研，探访了 16 处望城文化遗
址、名人故居，拜访了近 10 位望城非遗传
承人、手工艺人，搜集调查资料 1100 余
份。”课题主持人、望城区中小学教师发展
中心教师王晔介绍说，
“结果显示，望城有
古桥 25 座，剪纸、皮影、陶瓷、戏剧等多项
手工艺，翻茶盘子、滚铁环、摸瞎子等多项
传统游戏，更有猫耳朵、香干、甜酒等传统
美食。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美食、手工
艺、古建筑、童谣、游戏’等 5 个主题，精心
组织进行绘本开发。
”

皮影进校园

12 月 15 日，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应邀来到龙山县茨岩小学、茨
岩中学、
白羊小学，进行“非遗技艺——皮影戏”展演，为龙山县的学生们带来了一
场精彩绝伦的皮影戏文化盛宴，让农村的孩子近距离感受皮影艺术，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谢婷婷 摄影报道

长沙高新区：举行美术教师素养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向征)为进一步促
进长沙高新区美术教师不断提升教学
能力，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 2.0，12 月
16 日，长沙高新区第二届美术教师素
养大赛在雷锋第二小学进行。来自全
区的 70 余名美术教师观摩了本次比
赛。
大赛分为四个主要板块：钢笔字
书写、素描写生、中国画及教学能力说
课。说课时，老师们聚焦学科核心素
养，紧扣教学目标，熟练运用多媒体、
投影仪等现代教学手段，围绕重难点

步步推进，在授课中发挥学科育人功
能，始终贯彻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能力
为本的教学理念。学科专业知识技能
过程中，青年教师的素描创作和中国
画作品精彩纷呈，创作的作品展示了
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良好的专业素
养。
长沙高新区通过开展以赛代培、
以赛促改的活动，为中小学美术职初
教师核心素养的内化和提升提供了机
会和平台，使得青年教师相互观摩、优
势互补、共同成长。

中方县：副校长进行教学比武
本报讯(通讯员 杨祥生 杨学松
欧小松)12 月 15 日至 17 日，中方县举行
第一届教学副校长教学比武活动，全
县 28 名负责学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参
加教学比武。
本次教学比武分小学、初中、高中
三个学段，
展示时间为 30 分钟。各教学
副校长采取抽签的方式决定上课顺序，
从各自任教科目自选课题作为参赛内
容，
在指定班级进行课堂教学展示。
比赛过程中，参赛者均采用现代

化教学手段，与学生互动良好、课堂气
氛活跃 ，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问题导
学、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等课改理念，
展示了执教者过硬的业务功底。评委
们认真听课，
用心记录，
公平评价。
据悉，此次活动是以“双减”政策
为背景的一次教学比武活动，旨在提
高教学副校长的业务水平，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真正做到“减量不减
质”，促进中方县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
提升。

资阳区：助推幼儿园内涵发展

“本土文化”让课堂活起来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夏 英）如 何 科 学 做 好
“家园共育”，杜绝幼儿
园“小学化”倾向？近
日，益阳市资阳区教育
局幼教股举办“幼儿园
高 品 质 课 程 建 设 ”培
训，全区近 200 名园长、
骨干教师共同成长。
活动在北京家园
共育指导中心主任、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
静的《家园衔接，让优
育看得见》专题讲座中
开启。讲座从“高质量
的衔接管理”
“ 教育部
科学有效衔接的政策”
“幼儿园如何科学做好
幼小衔接”三个维度进
行了系统阐述。有趣的游戏体
验，全面的政策学习，科学的家
园共育方法指导，让老师们收
获多多。
随后，中国学前教育研究
会荣誉会员、幼儿教育教研培
训专家刘启蒙带来了《游戏与
课程的融合》讲座，她从“课程
游戏化背景下的集体活动如何
组织”
“围绕主题课程如何实现
园所区域活动开展”两个方面，
解答了老师们的困惑，在理论
和实操上，为幼儿园的课程建
设指明了方向。
“作为一名教师，要心中有
知 识 ，眼 里 有 孩 子 ，手 中 有 方
法”
“我们要坚持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理念，让游戏课程化，让课
程游戏化”……培训结束后，参
会园长、老师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回去之后，要将所学落地，
推动课程建设，助推幼儿园内
涵发展。

新晃：
禁毒宣传常态化
本 报 讯（通 讯 员 田 元 春）
“我宣誓：珍爱生命，自觉抵御毒
品侵害……”12 月 15 日，新晃侗
族自治县波洲镇中心小学教室
里传出铿锵有力的誓言声。这
是该校以“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
为主题的禁毒教育活动，近 700
名师生积极参与。
该校用“五个一”活动推进
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常态化：开展
一次“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主题
班会；以“禁毒教育”为主题出一
期班刊；开展一次手抄报比赛；
观看一个禁毒宣传小视频；写一
篇阅读禁毒教育读本后的心得
体会。丰富多样的活动，切实提
高了学生的识毒、防毒、拒毒意
识。
据了解，该县波洲小学、兴
隆小学、思源实验学校等 40 余
所中小学坚持推进禁毒宣传教
育常态化，在新晃教育局、禁毒
办的指导下，开设了毒品预防教
育宣传栏，组织开展禁毒知识讲
座、禁毒知识竞赛等活动，让“珍
爱生命、拒绝毒品”的种子在师
生们心中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