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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船庙小学：
给书包
“瘦身” 集体“诊断”促均衡
向阳幼教集团：

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李颖

12 月 20 日，下午放学时间，记者看
见常德市花船庙小学学生有序排队走出
校园。奇怪的是，以前背在学生们背上
厚重的书包竟然“消失”了，许多孩子两
手空空或只手提一个小袋子。
据了解，自“双减”政策发布以来，该
校严格落实相关规定，认真开展课后服
务，努力做到让学生“作业不回家，回家
只阅读”。为此，许多班主任还细心地为
学生示范如何合理归置学习用品，真正
让书包“瘦身”。
“瘦身”的书包消失的是重量和压
力，学习的质量却并没有因此下降。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打好“双减”持久
战，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
平，自 9 月开学以来，花船庙小学陆续开
展了多项教研提质活动。

印山小学：

安全教育入脑入心
本报讯（通讯员 李红英）为保障
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以及正
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实施，12 月
20 日下午，
宁远县印山小学组织了“安
全警示教育”
主题班会活动。
本次主题班会由学校政工处统一
部署，各班主任通过讲解、案例展示、
身边安全故事等形式，对学生开展了
食品卫生安全、用电安全、消防安全、
电信诈骗、防溺水为主题的校园安全
警示教育课。
此次活动，增强了学生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让同学们充
分认识到生命是最宝贵的，任何时候
都要牢记安全第一。同时，该校倡导
家校共育，携手并肩为孩子的成长保
驾护航，共同打造一个平安、和谐的校
园环境。

学校教务处积极落实作业统筹管
理，利用集体备课的方式，同年级同科目
实现作业统筹设计和发布。五年级语文
老师们就创新了作业形式，举办对诗活
动，师生共享优美古诗词文化大餐。各
年级组集体商议，达到同班级各学科作
业的平衡，课上及时练，课后少重复。学
生的作业少了，
学习质量却更高了。
2001 班学生雷雅涵家长向记者感
慨：
“ 自从‘双减’政策发布以来，虽然孩
子回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我偶尔抽查
她当天学习的内容掌握情况还是很不错
的。这样，每天运动、阅读的时间就增多
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一起画画、做手
工，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
没有了繁重的作业，孩子们活动的
时间更多了。大课间时，孩子们正伴着
歌曲《长歌行》在指导老师莫蓉的带领
下，整齐划一地跳着扇子舞。为突显“魅
力大课间”活动创新，莫蓉认真研究并借
鉴网络资料，结合本地实际和学生爱好，

改编出了一套寓教于乐、赏心悦目的课
间扇子舞。
该校校长聂泽鹏介绍，在推行“双
减”政策的工作中，学校从“让读书成为
孩子们一生中最幸福的约会”的教育理
念出发，多措并举，提高了教育教学质
量，
使学生快乐地成长。
一提起课后服务社团课，孩子们争
先发言。2103 班学生石晶茗就开心地说
道：
“ 我最喜欢社团课了，篮球社团老师
教会我们很多运球技巧，我现在也是篮
球高手了呢！”1904 班的伍俊逸说：
“我报
的是机器人社团，以后也想当科学家发
明更多有用的机器人。
”
……
花船庙小学还开设了无人机、机器
人、舞蹈、古筝、绘画、书法等 27 个社团，
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乐趣。同时，学校
还组织了秋季运动会、班级足球联赛等
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文化
生活，给予了他们更多的空间和全面发
展的舞台。

夯实国防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伟）为进一
步传承非遗文化，让民间艺术走进课
堂，12 月 16 日下午，邵东市双凤乡中
心小学孩子们迎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阅读剪纸体验课。
上课伊始，任课教师刘珊给孩子
们简要介绍了剪纸传统文化，然后教
学剪纸中常用到的单剪、对折剪、三角
剪、四角剪等剪法，并通过多媒体图片
让孩子们欣赏了一些中国风剪纸作
品。
在刘珊的指导、鼓励和肯定下，孩
子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色彩纸，按
照老师教的步骤和方法，迫不及待地
动起手来。不久，剪好的作品便堆满
了整个桌子。
此次剪纸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
校园艺术文化生活，同时也提高了学
生们的艺术修养。通过剪纸，孩子们
感受到了剪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魅力，激发了学生弘扬和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的兴趣。

“青柚课堂”
为农村女娃送温馨
本报讯（通讯员 方庆收 陈智
慧）12 月 16 日，岳阳县新开镇民政所
及社工服务站一行来到岳阳县新开
镇中心小学，对 100 名高年级女生进
行青春期生理卫生、自我保护及性教
育知识讲座，并赠送爱心“温暖包”，
“青柚课堂”再一次为农村女娃送温
馨。
长沙社工服务中心志愿者讲师
彭琴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讲授了青
春期心理和生理变化的特点，引导孩
子们正确对待身心变化、了解必备生
理知识、掌握青春期卫生保健知识和
常见生理问题的预防和处理，让学生
受益匪浅。

永兴场小学：

打造特色书香校园
12 月 16 日，华容县马鞍山实验学校学生前往湖南 6501 航天科普教育
基地，开启“传承红色基因，夯实国防教育”主题教育，在实践学习中了解国
防现状，
强化国防观念，
为国家和民族获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
刘谦 摄影报道

双凤乡中心小学：

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彭运良)为真正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提
高”的集团化办学理念，12 月 17 日上
午，
衡东县向阳幼教集团核心园园长
秦海玲带领各成员园园长们走进高
湖镇中心幼儿园，开展集体研讨诊
断。
高湖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周金芝
对园所现状作了基本介绍，
并提出了
园所面临的困难与困惑。工作组根
据园所实际状况，
从幼儿一日活动流
程的安排入手，对教学活动、户外活
动进行了集体交流“诊断”，
并给出合
理建议。本次入园工作的开展，
实现
了资源共享，
共同促进衡东县学前教
育的均衡发展。

高家坳小学：
英语节点燃学习热情
本报讯（通讯员 邹可）为丰富学生
的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学生和谐发展，营
造一个充满快乐的英语学习氛围，12 月
17 日下午，株洲市芦淞区高家坳小学开
展了以“快乐英语，幸福童年”为主题的
英语节活动。
字母捉迷藏、数字点读机、扩词游

戏、看指令做动作等 8 个环节点燃孩子
们的英语热情，游戏集印章的形式也让
孩子们愈战愈勇。
本次活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感受英语、应用英语，体验学习
英语的快乐，使他们想说、能说、敢说、
乐说。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文昊）为弘扬
经典文化，促使学生深入了解党的历
史，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思
想感情，营造浓厚书香氛围，12 月 15
日，泸溪县永兴场小学举行“书香润
泽百年路，初心点亮新征程”阅读艺
术节活动。
此次艺术节除了有《少年中国
说》
《我骄傲 我是中国娃》等经典朗
诵篇章，还有《论语》
《江南》等中华传
统朗诵，各个年级学生都运用不同的
方式追溯党的光辉历程，抒发自己强
烈的爱国之情。一部部经典动人的
作品，深情描绘了党的丰功伟绩，热
情赞美了祖国优良的民族文化。琅
琅书声为师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
的平台，丰富了校园生活，为打造特
色书香校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楚江二幼:
“放手”
让孩子们玩出精彩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覃业 的注意力？”只见邱翊宸会意地高声呼
彦 向华）12 月 20 日上午 9 点 50 分至 11 喊：
“你们看树上的橘子熟了，我们一起
点，石门县楚江街道第二幼儿园开展户 去摘橘子去吧！”顷刻间，池子里的玩伴
外自主游戏活动，
“放手”
让孩子们玩耍。 们跳出池子去摘“橘子”。在“摘橘子”
运动场一隅，中班学生邱翊宸向中 “运橘子”活动中，扔出去的海洋球一个
二班班主任郑晶晶“告状”：小班的弟弟 不落地捡回来了。一旁的郑晶晶为他们
妹妹们玩着玩着就把海洋球抛起来、扔 加油，
也为邱翊宸的思考能力点赞！
出去，喊都喊不住。郑晶晶轻声地对他
玩滑梯、走平衡木、滚轮胎、搭建热
说：
“ 你观察一下扔在灌木丛中的黄色 闹马路……当天，老师们“放手”让孩子
球，能不能用一种方式吸引弟弟妹妹们 们在玩中思考、摸索，孩子们玩出了快

乐、玩出了精彩。
该园园长何亚玲介绍 ，幼儿园于
2019 年在户外场地设置了体能区、建构
区、迷宫区等八大活动区域，各区域配
置基本的游戏材料，瞄准“全园混龄自
主”目标的户外活动分段循序推进。如
今，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全园 416 名幼儿
自主选择区域、组建团队、设计玩法、取
放材料、评价效果，园所沉浸在一片热
闹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