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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利尧）盼望着，雨终于停了，同学
们望眼欲穿的实验小学红领巾义卖活动终于在 ! 月 "#

日上午开始了。
一大早，家长、老师们就做好开市前的准备，高年级

各班摆好摊位，书本、玩具、学习用品放得满满当当，同
时，广告牌也醒目摆放着。

活动开始了，只见小营业员们举着牌子大声吆喝：
“便宜卖喽。”购买的同学们拿起东西仔细看着，还不忘
询问价格，并讨价还价，收银员则认真算账找付钱款
……红领巾义卖活动交易火爆极了。

据悉，此次活动筹得善款五万八千元，将资助给结
对的困难同学，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过上幸福的童年生
活。

“携手经典，浸润童心”

■富春四小

本报讯 （记者 喻国斌 通讯员 邹小宏）$ 月 % 日上
午，天公虽然不作美，但富春四小的阶梯教室里，依然是一
派严谨而不失欢乐的场面，学校领导和百十来个优秀学
生、家长代表及校外辅导员，在这里举行了“快乐六一，炫
彩 &'(之旅———富春四小第二节童玩节”的开幕仪式。

活动在雄壮的少先队队歌中开始，然后，给嘉宾挂红
领巾、校长致辞、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等环节依次展
开，让现场每个人倍受鼓舞。最后，蒋校长宣布：富春四小
第二节童玩节开幕。

据介绍，今年四小的“六一”节开启了炫彩 &'# 之旅，
可谓紧跟时代的潮流。学校希望通过这样一次特殊之旅，
给小朋友们留下最炫的“六一”记忆。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用歌声吟唱岁月的甜美，用知
识装点心中的梦想，用行动告诉世界：来吧 &'#，我们已经
准备好了！这个六一，有趣、有益、有回忆，感谢爸妈的给力
支持，感谢老师的精心策划。炫彩 &'# 之旅，你在我心中
是最美。”一个小朋友的话语说出了广大四小师生的心声。

快乐“六一”，炫彩 &'# 之旅

■实验小学

举行红领巾义卖活动

■大源镇中心幼儿园

本报讯（通讯员 项燕）为了让小朋友过一个快乐
而有意义的儿童节，同时结合传统节日教育特色，大源
镇中心幼儿园在儿童节那天开展了“重温经典游戏、品
味传统文化”亲子游园活动。

为了让每一个孩子参与、感受“六一”节的欢腾和
喜悦，该园各班级结合传统节日教育，准备了猜灯谜、
贴元宵、采艾青、包粽子、做香袋、划龙舟、运彩蛋等一
系列亲子活动。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拿着游戏券，迫
不及待地参与到一个个新奇有趣的小游戏中，而完成
了所有项目后，孩子们还可以用手中的游戏券换到丰
富的小礼品。

此次亲子游园活动真正成为孩子们快乐的大舞台。

重温经典游戏 品味传统文化

———富春二小读书节回眸

展示美丽内涵
丰富校园文化

———富阳中学第二届“红五月”艺术节侧记

本次汇演的亮点之一是老师们的精彩
表演。师生对话中老师的扮演者分别是高
一年级组长王斌杰和语文学科组长骆文俊
老师，两场演出进行时，老师一出场，台下
便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老师的风度
折服了观众，连小小的忘词都被当作了设

计好的表演。
艺术组钟晓飞和许孜娴老师是本次汇

演的导演，当她们身着礼服高歌《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时，扎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艺
术表现力又一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由各学科组老师表演的集体舞《月光

下的凤尾竹》是演出的压轴节目，看到平时
熟悉的学科老师精神抖擞华服出场，全场
沸腾了———

“没想到我们的老师舞跳得那么好，太
美了！”学生们由衷地赞叹着，为老师们的
多才多艺，更为老师们展示的优雅美丽。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何霭

! 月 ') 日上午，富阳中学第
二届“红五月”艺术节文艺汇演暨

“美丽学生”表彰活动在校体艺馆
举行，隆重的表彰与高雅大气的
文艺演出将艺术节推向高潮并划
下了完美的句号。

“红五月”校园文化艺术节是
富阳中学为丰富校园文化，引领
并展示高雅美丽活泼灵动的校园
文化而设置的年度系列活动，贯
穿每年五月，成为师生们展示美
丽内涵的平台。

不拘一格，形式创新
从班歌比赛开始，舞台上增设了 *+,

背景屏，更新了音响与灯光，师生的表演
由于硬件的提高而大大增强了艺术表现
力。配合节目展示的校园风景、学生活动
与节目互为映衬，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文艺汇演分春夏秋三幕，一改以往由

主持人上场串接的方式，以师生情境对话
方式引出每一幕的主题：快乐地成长、包
容的美丽、传承与责任。三幕衔接的情境
构成了学生成长的完整过程，既自成一体
又与每一幕的节目天衣无缝地对接，达成
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短片《春华秋实 雕刻生命》与《印象
富中》是本次文艺汇演的创新尝试。前者
将一年的学习生活做了总结回顾，后者展
示了富中师生画笔与镜头之下的学校之
美。熟悉的生活经过镜头的提炼与重组，
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师生同台，展现典雅

记者 喻国斌 通讯员 孙逸群

! 月 "% 日，天公难得作美，富春二小
儿童节庆祝活动暨读书节闭幕式终于可
以如愿举行了。

既然是读书节，诵读节目总是不可
少的。组诗诵读《校园交响曲》由八位可
爱的四五年级学生倾情表演；小精灵般
的二（'）班全体孩子们朗诵了《七彩童
年》。

学校的诵读经典节目《富春桃源诵》
由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孩子表演，他们的
诵读不论从声音，还是表演，都堪称完

美。据悉，这个节目还被选送到富阳区黄
公望艺术节进行了展演，并且在杭州市
经典诵读比赛中荣获集体项目二等奖。

如果说，上午闭幕式上诵读节目的
表演仅限于少数孩子的参与，那么下午
的红领巾书市就是师生们的全员活动
了。

还没到书市开张时间，操场上就开
始火热起来了，孩子们一个个亟不可待
攥着钱想去购买自己心仪的书籍。同时，
不论是海报的宣传，还是书市的布置，都
凝聚了各班师生和家长的心血。

“相遇、温暖、照亮！”这三个关键词

串起了整个读书节。从 " 月 ') 日的启动
仪式到此时此刻的闭幕式，二小的孩子
们营造出了浓浓的阅读氛围，他们希望
通过一个个活动，让读书成为每一个师
生日常的行为习惯，让它变得像呼吸一
样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读书节开幕式
诵读的教师，来自语数英科音体美不同
岗位，就连后勤、行政也不例外，因为“引
领阅读不仅仅是语文老师的责任，更是
每一个老师应尽的义务。”———这是二小
的理念。

悠扬琴声，从翠竹丛中飘来
———上官乡中心小学的口琴教学

记者 喻国斌 通讯员 孙兰娟

上官乡中心小学坐落在风景秀美的
青山脚下，这里竹影婆娑，溪水长流，书声
朗朗，琴声悠扬。今年的 ! 月 '$ 日，在富
阳区两年一度的中小学艺术节上，处于偏
远山区的学校口琴队又一次获得了二等
奖。

小小的口琴，二十年的坚持
上官中小的几任校长一直非常重视

学生的艺术教育，从二十年前起，学校就
积极贯彻“器乐进课堂，提升音乐素养”的
教育理念，在全校师生中普及推广口琴教
学，并将其引入课堂教学之中，成功首创
了富阳农村小学的器乐教育特色，取得了
非常显著的教学效果。

器乐教学是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内容，是培养学
生音乐表现能力及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
而口琴价格低廉，小巧轻便，便于携带，学
起来方便，便于普及，符合“面向全体学
生”的教学原则。

如今的上官中小，有一个司空见惯的
现象，那就是全体学生人手一把口琴，人
人会吹口琴，校园、村庄、山乡，悠悠琴声
不绝于耳。为此，区教研室多次组织全区
音乐教师，在上官中小举行器乐教学的专
题观摩和研讨活动。

口琴成了上官中小的一张名片

'#%% 年 ) 月，上官中小自编的口琴
校本教材出版，这是富阳农村小学第一本
音乐校本教材，也是我区所有学校第三本
校本教材，受到了教研室教研员及专家、
老师们的大力赞赏。

二十多年来，在校长引领，教导处协
助，陈新来、章洁莹等数位音乐老师及班
主任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的口琴小组多次
获得省、市、区级多种奖项。

如今，口琴小组的阵容强大了，口琴
种类繁多了，学生的水平更高了，而口琴
日渐成了上官中小的一张名片。对此，王
永明校长告诉记者，“吹口琴和听口琴对
平衡学生心理，调节学生情绪都是很有帮
助的，而学生心情舒畅了，身体也就结实
了。其实，演奏口琴不仅仅是学习音乐的
一个媒介，更重要的还是培养学生持之以
恒、刻苦学习品行的有效手段。”

上官中小，对小小口琴多年的坚守和
努力，使他们无愧于农村艺术教育的一面
旗帜。

■三桥小学

本报讯（记者 喻国斌 通讯员 邵裕成）翻飞盘旋的
富春七小《舞龙》，虎步生风的贤明小学武术《五步拳》，寓
教于乐的新登镇小《罗隐故事》，惟妙惟肖的富春二小剪纸
艺术舞蹈《剪金秋》，细腻宛转柔和甜润的富春四小越剧表
演《昭君出塞》，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大学生的小品、轮
滑以及舞蹈《大王来巡山》表演……! 月 "% 日上午，富春
三桥小学迎六一“喜迎 &'#，畅想艺术梦”文艺汇演好戏连
台，掌声不断。

上述被列为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基地的五所
学校，由区政协文体组牵头在儿童节前夕一同走进三桥小
学，与该校联袂献艺，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精美绝伦的文
化视听盛宴。同时，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将该校确定为“中
医药文化实践基地”，并于当天进行了授牌仪式。

本次文化走亲庆“六一”活动，不仅提供了学生自我展
现风采的舞台，促进了学生基本素质的全面发展，还营造
了文明、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提升了文化素养，为迎接 &'# 共铸

“中国梦”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文化走亲庆“六一”

■永昌中心小学

本报讯（通讯员 李雷华）! 月 '- 日，永昌镇小开
展了为罹患白血病的蔡泽宇同学爱心捐款活动，全校师
生踊跃捐款。

不久前，该校五（'）班蔡泽宇同学不幸被诊断为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就诊于浙江省儿保医院。据该医院
的专家医生介绍，这种疾病的治疗生存率为 )#.，但三
年的治疗费要 !# 万元左右。蔡泽宇的父母均为普通工
人，面对高昂的费用焦急万分。

当得知蔡泽宇同学的境况以后，学校及时组织教师
去医院探望 ，并立即发起了爱心捐款的倡议，希望大家
伸出援助之手。博爱的胸怀铸就人世间的真情，点滴付
出凝聚成爱心的彩虹。很快，该校全体师生和学生家长
纷纷踊跃捐款，共计四万余元。另外，松溪辅导小学的学
生也自发捐献了自己的零用钱，共计一万余元。

孩子们纷纷呼唤“蔡泽宇加油！”期盼他早日回到
大家的身边。

让爱点亮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