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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一幼
开展园本教研
之外出培训反馈课展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周雪）6月8日—9日，富春
一幼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外出培训反馈课展示
活动。

本次活动共展示了《挠挠大怪物》、《粗心
的小猴子》等8节反馈课，虽然都是在原创课、
专家级教师执教的基础上进行模仿，但每位
执教教师都在活动前作了精心的准备。在展
示过程中，每位执教教师都能将培训中学来
的课程理念渗透到教学环节中，教学方法呈
现多样化特点，注意到了教学情境的创设和
活动探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幼儿对
活动的内容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活动过程
中表现积极活跃，在快乐的学习氛围中得到
了发展。

活动后，富春一幼组织听课教师围绕听课
感受进行评价和反思，促使大家相互学习、取长
补短，有效地促进园内教师们的教学积极性。

新桐中小
举行青云片小学低段
学业评价现场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陆丙土）6月9日，青云片
小学低段学业评价现场推进会在新桐中小举
行。

与会人员首先听取了新桐中小近年来在
低段学业评价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一些
成就。而后，大家一起来到学校体艺馆，观摩
了该校的低段学业评价活动。本次学业评价
以“七色花开溢满园”为主题，注重对学生学
习能力的考查，凸显学生个性的发展，进一步
深化“健康、书香、智慧、礼仪、感恩、才艺、生
态”的办学理念。 观摩中，不少教师表示，这
样的低段学业评价方案，能填补过往纸笔测
试的不足，把学校文化、学生特点、时代元素
相融合，体现了学生的核心素养，渗透全科教
育理念。

近年来，新桐中小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心
理需求，从知识、能力、实践出发，采用模块化、
多学科、重整合的形式，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素
养、艺术素养和身体素质，从而不断优化低段学
业评价体系，取得了家长、学生的一致认可。

渔山中小
“滴水未来班”
开展渔山浦巡河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黄志浩）6月7日下午，渔
山中小“滴水未来班”的少先队员们对渔山浦
进行了巡河行动。

活动开始前，“滴水未来班”班主任金老师
向孩子们讲解了劣V类水给大家生活和学习
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强调保护水资源对生态环
境的重要性，引导孩子们如何在平常生活的点
滴中保护水资源，能够更好地落实好剿灭劣V
类水行动。活动中，少先队员们对渔山浦及河
道沿线进行了随手拍、随手捡、随手护的巡河
行动，将所见的生活垃圾、白色垃圾利用钳子
等工具一一清除，并统一分类倒入垃圾桶内，
并将巡河中发现的问题通过稻香渔山公众微
信号及其他方式进行及时反馈。

本次活动，“滴水未来班”的少先队员们通
过实际行动向社会大众传递了保护母亲河、剿
灭劣Ⅴ类水应从我做起、从小做起的正能量，
同时也表达了孩子们维护“五水共治”长效机
制的思想情怀。

星星兴艺术学校
联合上海小荧星艺术团
公益演出

本报讯（通讯员 倪华）日前，星星兴艺术学
校联合大名鼎鼎的上海小荧星艺术团，在富阳
影剧院为大家送上了一场大型公益演出。小
荧星艺术团具有深厚的艺术造诣，在继承传统
的基础上融入了时尚元素，节目中的快板说唱
表演《新三打白骨精》，风趣幽默的音乐剧《猫》
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同时，来自我区的
星星兴艺术学校小演员们的拉丁舞表演，也赢
得了好评如潮。

“可以说，这是是一场高规格的儿童艺术盛
宴，是让人享受无比的儿童艺术佳肴，是一份迟
到的儿童节礼物。”一位现场观众感慨地说。

促进身体健康 培养积极生活态度 塑造健全人格

在全国最高水平的啦啦操锦标赛上
松溪小学夺得双冠

记者 邵晓鹏通讯员 楼梅珍

前不久，2017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在天津东丽体育馆开赛。松溪小学代表队与来自全国的286支代表队同场竞

技。经过激烈角逐，松溪小学啦啦操代表队以靓丽的舞姿、精湛的技艺感染全场，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儿童甲组大集

体组技巧1级规定动作（第一套）冠军和儿童甲组大集体组集体技巧中级（1-2级）自选动作冠军。

据了解，全国啦啦操锦标赛每年举行一次，是全国最高水平的赛事。2017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主办，全国啦啦

操委员会承办，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66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啦啦操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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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学校”巡礼

两套动作夺得双冠
整齐划一的动作，旋转变换的舞

步，忽而双眉颦蹙、忽而笑容粲然，
在比赛场上，松溪小学啦啦操队随
着动感的旋律，她们尽情舞蹈跳跃，
一次次在台上绽放自己，体现了力与
美的结合，诉说着热情奔放的舞蹈
故事。

身着红白搭配的队服，胸前是
“中国”的英文单词“China”和一面鲜
红的国旗，队员们都洋溢着活力四射
的气息。这次比赛需要展示两套动
作，一套是大赛统一指定的规定套
路，还有一套是自选套路，而这两套
动作，松溪小学啦啦操队都获得了冠
军。

“规定套路的动作都是组委会规
定的，只有队形可以稍微变动，主要
考察的就是队员们跳的力度、整齐度
等。”此次带队参加大赛的指导老师
王晨说，“自选套路是我们自己编的，
更有技巧性，比如有很多侧手翻、前
滚翻等高难度动作。”

在自选套路中，难度最大的是组
金字塔队形，一共五组，其中两组是
三个人，“作为尖子的那名队员骑在
另两名队员的脖子上。”还有三组是
四个人，“两个底座，一个后方保护，
还有一个是尖子，要站在底座放在胸
前的手上。”王晨描绘说，“这套动作
对默契度要求很高，所有人都必须毫
无保留地信任队友们。”

为了练习这套动作，松溪小学啦
啦操队的队员们练了有两个半月，从
刚开始“尖子都站不上去”到现在夺

得冠军，她们付出了很多。特别是这
套动作对队员们的力量和柔韧度有
很高的要求，“每天都要通过俯卧撑、
倒立、高抬腿、压腿等训练来练习力
量。”王晨说，“身体柔韧度不足是我
们最初遇到的最大困难，只能慢慢
练，每天练习劈叉、压腿、下腰等动
作，没有一个队员叫苦。”

在这次参赛过程中，松溪小学校
长袁立成亲自担任领队，带领王晨等
5位老师，全程服务、细心周到，从饮
食住宿到化妆热身、安全管理，分工
明确，积极主动，确保了此次参赛的
顺利进行，让啦啦操队的孩子们都发
挥出了最好的水平。

全校普及啦啦操运动
事实上，这并不是松溪小学啦啦

操队第一次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
2015年，松溪小学正式成立学校啦啦
操队，第二年，她们就在2016 年杭州
市首届“翼牛杯”啦啦操公开赛中荣
获集体街舞课间啦啦操示范动作第
一名、集体花球课间啦啦操示范动作
第 二 名 、团 体 第 二 的 好 成 绩 ；在
2016 年至 2017 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杭
州站中，她们又荣获公开少年丙组街
舞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冠军和公开
少年丙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
冠军。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靠的是啦啦
操队员们的齐心协力和刻苦训练。
每天早上她们要早早来到学校练习
40 分钟，然后赶去上早自习；大课间
活动时间是她们最主要的练习时间

之一，可以练一个小时；中午，当其他
同学都在午休时，她们还在训练馆里
挥汗如雨；傍晚放学后，她们也自发
地留在学校训练40分钟。

在取得这些成绩后，松溪小学也
抓住机遇，广泛开展啦啦操运动，把
啦啦操作为学校的特色项目，在全员
普及、人人都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建
设管理规范、活动常态、富于特色、影
响广泛的全校性、精品化的啦啦操拓
展性课程，并将啦啦操纳入每天的大
课间活动之中，掀起了全校啦啦操健
身的热潮。

每天大课间时段，松溪小学都要
组织全校学生开展校园啦啦操训练，
每个班级每位同学都要参加，“有些
班级甚至在全校统一的训练之外还
增加额外时间自发进行训练。”袁立
成说，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几
本啦啦操教材，“作为校长，我也要多
学习，了解有关啦啦操的知识。”通过
一名熟练的学生带四五名掌握得不
够熟练的学生，反复练习之后，“现在
整个班级、整个年级、整个学校的进
步都是非常明显，所有学生都会跳校
园啦啦操。”

除了大课间活动，每周五，松溪
小学也会开展啦啦操项目的拓展课
程，在每班挑选出力度、肢体协调

性、节奏感更为优秀的学生加强训练
啦啦操，“我们这次参加比赛的18名
队员就是这样选出来的。”王晨说，

“对社团成员进行形体、啦啦操、舞蹈
等各方面的身体素质和基本功的练
习，教练先会指导学生们进行热身训
练，然后进行一些踢腿，侧手翻，前滚
翻，横叉竖叉等基本功训练，拉伸完
毕后正式进入舞蹈训练与技巧训
练。”

每一学年，松溪小学都会定期组
织开展啦啦操竞赛，已经成功举办两
届啦啦操班级争霸赛。今年的全校
啦啦操竞赛就是在六一儿童节这一
天。“全校分年级进行比赛，所有学生
都要参与。”袁立成自豪地说，“我们
请学校专业老师当评委，考察动作的
整齐度和美观度，但更重要的是通过
啦啦操比赛激发学生积极参加啦啦
操运动的热情，增强班级的团结友
爱。”

“校园啦啦操的推广与普及，改
变了学校传统的体育锻炼方式。锻
炼学生的灵敏协调性，不仅促进了学
生身体健康发育，还培养了学生积极
乐观的生活态度，塑造了健全的人
格，这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部分。”
袁立成欣喜地说。

记者 喻国斌 通讯员 陈小萍 吴所具

栀子芬香正酣畅，山乡叶雨共生
长。6月9日下午，随着一场新雨的降
临，富阳区政协教育组一行11人奔赴
身处偏远山区的洞桥镇小，通过委员
教师送课、送讲座、课后互动研讨等
形式，开展了一场形式丰富的“送教
下乡”活动。

活动先由政协委员、富春三桥小
学的陈燕校长和天目艺校的李勇老
师同时上课。陈校长为五年级学生
上的是选学课文《麻雀》。课前，陈校
长先自我介绍，再请学生们自我介
绍，从最最普通的名字开始，从一个
小小的称呼开始，让学生封闭不安的
心渐渐打开与沉静下来，为整节课奠
定了轻松的基调，营造了愉悦的情绪
场。课堂上，陈校长就这样春风化雨
一般循循善诱，层层铺叠，让学生完
成思维导图，架构主要内容，在品词
析句中自主阅读，人文情感的激发碰

触学生的内心深处。“陈校长抓住每
一次机会鼓励学生，尊重每一位学生
的个性表达。教学节奏感强，教学策
略优化，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健康的生
态课堂。”何文明委员评课时说。

李勇老师带来的是四年级的一
堂渗透生命教育理念的音乐课《感恩
父爱，快乐成长》。李老师通过分享
自己小时候与爸爸的故事引发学生
想到自己以前与爸爸的故事。在钢
琴伴奏的感染下，好多学生都感动得
泪水盈盈。“用音乐的表现形式让学
生体验到父爱亲情，得到情感的升
华，学生在唱的过程中内心是有共鸣
的。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对学生
的健康人格成长是有帮助的，这节课
非常好地进行了德育元素的挖掘。”
俞尤棠委员在评课时这样说。

两堂课结束后，全体听课老师进
行了交流，分享了听课感悟。接着，
聆听了政协委员、区继续教育学院俞
尤棠老师的讲座——《知发展关键

期，解家校教育惑——小学中段学生
家校教育指导》，大家深有感触，获益
匪浅。

“这样的送教活动，能够引导、帮
助我们学校的老师在实践中学习，在
反思中进步，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水

平。”洞桥镇小徐明军校长深表感谢。
最后，政协教育组围绕上半年度

工作做了简要总结，并就接下来将如
何让开展履职工作全体委员进行了
座谈。

区政协教育组送教下乡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