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溪小学：
开展桃源书友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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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壶山幼儿园举行了"创意纸

袋!变变变#废旧纸袋亲子制作活动$ 此次

纸袋制作活动共计收到作品
"##

多件作品$

爸爸% 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开动脑筋 !

搜集资料! 各种各样的材料和废旧物品在

他们手中经过巧妙创作变成了各种各样的

玩具% 漂亮的工艺品$ 当一件件凝聚亲子

才华 % 富有创意的作品 展 现 在 幼 儿 园 里

时! 不仅小班的孩子非常关注! 中% 大班

孩子也在此流连忘返! 吸引了老师们和家

长们的目光$

各班老师将家长和孩子亲子制作的纸

袋作品陈列在展示桌上! 由评审小组的老

师根据美观性% 实用性% 制作难度% 是否

有推广价值等标准进行评分! 形态各异%

创意无限的纸袋作品让 评 委 们 都 难 以 取

舍$ 最后! 评出
!#

个家庭一等奖%

"#

个

家庭的作品分别获得最佳创意二% 三奖$

参与是一种快乐! 创造是一种享受 !

合作是一种幸福$ 此次亲子制作活动让孩

子们切身感受到了 &循环利用# 的意义!

明白了可持续的生活价值! 通过这样的活

动点滴渗透环保理念! 让绿色教育深入课

堂% 深入家庭$ 傅晓婷 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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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台湾少儿文学作家管家琪走

进校园! 与芦北小学共同开展了 &乡村小学生

领导力 '人文底蕴素养( 建设暨台湾童书皇后

进校园) 活动$ 管家琪是台湾著名的少儿文学

作家! 享有 "童书皇后) 之称! 其代表作有

*小婉心+% *珍珠奶茶的诱惑+ 等$ 本次诚邀

走进芦北小学! 旨在与孩子们交流 &作文与梦

想) 的话题! 借以促进芦小学生的人文成长$

活动最后! 是管家琪的签书会! 孩子们兴

奋地捧着 书 ! 并 与 作 家 合 影 留 念 $ 作 家 的

名 字签在书页上! 热爱读书的信念则播在了孩

子们的心里! 这次活动掀起学校新一轮的读书

热潮, 张迎 摄

通讯员 金洁

本报讯 近日，桐琴小学根据全县中小学教育
教学等会议要求，结合本校实际，多层次、多举
措开展了“!"#”主题系列学习活动。“!”指横
向学习三文件，即全县小学教育教学工作会议精
神、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 《中小学日常行为
规范与守则》；“#”指纵向学习四部曲：全体教
师自学文件、校务会成员学习会、全体教师学习
会、全体教师学后巩固四方面相结合。

会上，桐琴小学校长朱增旺结合该校各块工
作实际，传达了报告、指南。会后，要求全体教
师结合自学情况和会议所学，对照自身实际，将
学习会的学习内容进行再吸收再消化，争取做到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据悉，“!"#”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后
期将组织全体教师进行书面测试，以激励教师更
好地将其掌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了教师
的思想认知与觉悟：教师并不是简单的一份职业，
更是一份事业。

通讯员 牟文轩

本报讯 $$ 月 % 日，桃溪镇中心小学桃源书
友会读书交流活动在会议室如期开展。

本学期，桃溪小学的共读书目是吴非老师的
《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该书收录了吴老师近
年来对课堂的一些思考，给读者罗列了一个个当
下课堂教学中存在的现象。虽然整本书没有高深
的理论做指引，但其直白的语言，直面问题的态
度，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交流会上，每位教师针对书中的现象与观点，
结合各自的学科特点，深刻反思了自己的日常教
学。在整个交流环节中，既有意见相左的想法，
亦有现身说法，深表赞同，可谓实现了百家争鸣
的初衷。通过这样的自我反思、自我剖析，大家
纷纷表示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要有则改之、无则
加勉，做好学生的引路人。

通讯员 邹林芳

本报讯 近日，泽村小学开展了青年教师优质
课评比活动。

此次教研活动，共有七名青年教师参加展示，
分别上了一年级数学 《一起来分类》、二年级语文
《寒号鸟》、三年级数学 《年月日》、四年级数学
《确定位置》 和三年级语文 《狮子和鹿》 等等。教
务处对此次活动做了精心准备，合理安排上课教
师的上课时间及地点，并安排了每科目的主评老
师，其余的老师也积极的参与到评课中来。

青年教师们也非常重视此次活动，在教具、
课件、对课题目标的确定、课堂的流程和课堂上
可能出现的问题等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多样的
科目，多彩的活动，也让听课教师们津津有味、
乐此不疲。泽村小学的青年教师们作为教育系统
里一支年轻的队伍，在这次教研活动中展示出了
优秀的品质。

通讯员 余萌

近日，履坦幼儿园近两百对父母携孩子
相聚东阳梦幻谷，举行了“梦幻秋天 浓情
& 恤”亲子 & 恤 '() 创意秀。

老师们早早就将 & 恤、画笔、颜料、调
色盘等工具准备齐全，等待着幼儿和家长。
一看见色彩绚丽的颜料，孩子们便兴奋地拉
着爸爸妈妈，高兴地嚷着“好漂亮的颜色

啊”！在教师的引导下，孩子们和父母们纷
纷找到自己的位置，认真地听教师讲解 & 恤
'() 的制作步骤和注意事项。随后，每一组
家庭便利用手中的画笔、颜料，在纯白 & 恤
上画出一幅幅机具个性、创意的图案，有愤
怒的小鸟、幸福的一家人、水果聚会……图
画虽稚嫩，却是孩子和父母共同劳动的成
果，每一个步骤都花足心思，内容丰富多
彩。一个小时候，孩子和家长陆陆续续地完

成了他们的“作品”，兴奋地穿上亲手制作
的专属 & 恤展示，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

此次活动，家委会成员积极参与组织、
管理，充分发挥幼儿园、家庭之间的教育合
力，实现家园共育。而在亲子 & 恤 '() 制
作的一笔一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色彩
艳丽、画面丰富的 & 恤，更是每一个家庭之
间浓浓的亲情。

通讯员 宋莉

本报讯 ** 月 + 日，金华市校长培训班的全
体学员到邵宅小学考察学习。

一行人参观了学校的校园以及观看了拓展课
程。独具特色的拓展课程给来访的校长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有的校长细心地和学生交谈，有
的校长驻足拍照，有的校长亲自上阵，特别
是体验婺州窑的制作，还赞叹道：“真有意思！”

“这样的拓展课程不仅学习了制作婺窑的技巧，还
能体验制作的快乐，更是美享受，还传承了传统
文化，真是妙哉！”“小朋友都可以那么厉害”

接着，邵宅小学校领导以“立志成器 培育匠
心”为主题，从办学特色、办学思想、三项育人
目标与规划、教师提升规划、学校发展规划等方
面进行介绍。

来访校长们对该校的特色办学给予了高度评
价，称赞学校的活动很有特色，做得很实在。

通讯员 陈佳

本报讯 ** 月 , 日-王宅中心幼儿园组
织全园师生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并
进行 **% 消防疏散演练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教师对突
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培养幼儿的消防意识，
掌握更多的自救、逃生、自我保护等具体
方法，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演练前，幼儿园结合学校实际，认真

细致地制定此次演练活动方案，召开全体
教职工动员会议，明确职责要求。在演练
过程中，随着烟雾弹点燃，火灾警报马上
响起，各工作人员立即到达指定岗位，班
级教师迅速指导孩子有序撤离到幼儿园操
场的安全地带，随即各班主任清点人数，
并马上汇报，演练共用时 . 分 */ 秒，#0%

名师生全部安全疏散完毕，整个过程紧张
有序、实用性强，达到了预期效果。

安全疏散演练结束后分管安全的副园

长对此次安全疏散演练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总
结，强调了逃生正确的办法，并对小班的孩
子进行的心理辅导。

此次消防疏散演练，采用实战方式，用
烟雾弹制造火灾情景，为孩子上了一堂生动
的安全教育课，增强了师生们的安全意识和
自救能力，以及在突发性火灾发生时的安全
防范应对能力、逃生能力，使师生们树立起
以“安全”为主的自我保护意识。

开展“3+4”主题系列学习

邵宅小学：
拓展课程受称赞

泽村小学：
教研品课展示风采

王宅中心幼儿园：实战消防演练让孩子学会正确逃生

履坦幼儿园：T恤上的创意

壶山幼儿园：创意纸袋，环保我先行

芦北小学：台湾“童书皇后”
走进校园

通讯员 汤新波

本报讯 *1 月 !* 日—** 月 ! 日，由金
华教育学院主办的“走进浙中名校———武
义实验小学学乐课堂教学改革培训班”在
实验小学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 21 余名校
长参加了本次培训。

此次培训以专家讲座和课堂观摩为主
要形式，邀请了浙江大学刘力教授和浙江
师范大学黄立新教授分别作了 《课堂文化
变革的思考》 和 《数据驱动的教育革新》
的讲座，本土专家金华市教育技术和信息
中心任主任沈才有作了 《教育信息化建设
思路与建议》 的讲座，讲座进一步更新了

校长们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理念认识。作
为学校“学乐课堂”建设的引领者和先行
者实验小学金荣贵书记和程露老师分别作
了 《基于学乐智慧环境，构建混合式课堂
学习机制的探索》 和 《移动终端下育人重
建中的变革》 的讲座，给出了很多具体工
作推进过程中的借鉴方案。张小胜和诸葛
灿两位老师精彩地诠释现代教育信息技术
打造的学乐课堂，教师对移动终端有效使
用的引领，孩子们熟练的运用，让校长们
惊叹、赞赏。

实验小学的“学乐课堂”教学改革
开始于 +1*2 年，探索基于云教学环境下
的“互联网 3课堂教学”，借助人人通

“学乐云”教学平台和移动学习终端，把
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络教育资源进行有机
的整合，促进课堂结构性的变革。经过
两年多的实践与探索，学校已经实现了

“学乐云”教学平台的“课堂用，普遍
用，经常用”的新常态，学校教育信息
化建设多次得到省教育信息技术中心领
导的肯定，在全市乃至全省居示范引领
地位。两年来，有来自山西、江苏、内
蒙古等地的教育部门、省内学校共计 +1

余批次来校学习。
花开香远蝶再来，这也是“走进浙中

名校”校长培训班，+1*. 年第二次走进实
验小学开展培训活动。

“走进浙中名校”培训活动在实验小学举行 桐琴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