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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角色 智慧发展

富阳区幼儿园第四届游戏节开幕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项燕
“老师，请上龙舟！”刚走进大源镇中心幼儿
园的校门，来参加富阳区幼儿园第四届游戏节的
来宾就被大源镇幼的小朋友们“拉上”一艘龙
舟。只见龙舟由两位小朋友分别拿着龙头和龙
尾，龙身则由两块鲜艳的布条组成，来宾们被引
导站在两块布之间的龙身内，龙舟前面还有一位
小朋友举着旗帜引路。这是大源镇幼基于端午
节开发的幼儿自主游戏之一。
5 月 15 日，富阳区幼儿园第四届游戏节开幕
式在大源镇幼举行，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主任
曹宝龙，大源镇人大主席沈立文，富阳区教育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文明以及区教育局、教研中心
相关科室负责人和教研员，富阳区公办幼儿园代
表、乙级以上民办园代表及大源镇中心幼儿园共
同体单位参加开幕式。
在开幕式现场，大源镇幼展示了以端午节为
主题的民俗游戏体验活动，除了开头的坐龙舟，
还有需要家长配合的竹篮称重——两位家长用
杆秤称出称重者的重量，再由孩子读出结果并记
录下来。参加活动开幕式的老师还收到了精美
的香囊，在现场，她们也拿起香袋、棉花和中药，
和大源镇幼的小朋友一起制作五彩香包。此外，
还有制作五彩手绳、体验美味五黄、包香飘豆粽、
画七彩蛋宝、折水上龙舟等游戏体验活动。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在游戏中看懂、
读懂儿童的游戏是我们幼儿教师的看家本领。”
区教育局教育一科副科长徐晖在开幕式上说。
据了解，自 2015 年来，富阳开展每年一度的游戏
节，区域性推进幼儿园自主性游戏的研究，有效
提升了教师的观察意识和技能。今年是第四届
“游戏节”，以角色游戏为抓手，以“玩转角色·智
慧发展”为主题，让教师在儿童的游戏中不仅摆
正自己的角色，通过自己专业的知能来考查、评
判儿童在游戏中的学习与发展情况，从而更好地
帮助幼儿实现在游戏中的快乐学习与智慧发
展。本次活动将历时两个月，包括角色游戏研
修、角色游戏论坛与展评、角色游戏小论文、案例
评选等系列活动。

60 周年校庆专栏

大青冷水塘
施海浪
我对大青冷水塘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
情感。在那里,我度过了最青春的 14 年——高
中 3 年（1977—1980），工 作 11 年（1983—
1994）。陡峭的横山脚下，荒凉的冷水塘旁，曾
经的劳改农场、五七工农兵学校、青云中学、县
农技学校，今日现代化的富阳学院（区职业高
级中学），在我记忆里历历在目：那弯弯的山路

开幕式上，大源镇幼园长查秀青就幼儿园游
戏《小世界、大天地，我园角色游戏发展历程》的
设计思路及实施情况作了简要阐述。
“角色游戏”
是大源镇幼的优势发展项目，是在“真游戏”为教
育理念的引领下，围绕办园理念“回归本真，快乐

生活”而展开的，以“小世界，大天地”为主题，让
孩子回归自然、主动探究、快乐体验、智慧发展，
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激发幼儿主动学习。随
后，大源镇幼副园长赵燕进行“从教师游戏”到
“幼儿游戏”——以“一条街”为例的行动研究经
验分享。
与会老师还现场观摩大源镇幼大班的“我的
世界”户外角色游戏和中班的“快乐之源，游戏天
地”共享角色游戏，孩子们在开阔的场地、自由的
空间里，自由选择材料、自主选择游戏场地、自发
生成游戏主题，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玩。老师
们则边观察孩子们的游戏状况，边拍照记录，遇
到值得探究的情景还会上前询问孩子们。
当天下午，本次活动还邀请日本国立广岛大
学心理学博士、华南师大教科院学前系教师李思
娴进行《儿童行为观察与评价的关键技术研究》
讲座。

及两旁稀疏高耸的白扬、秋天碧蓝的天空和艳
阳下淡红色的枫叶、洁白成球的桕子，还有校
园东面山路两侧满山遍坡的茶叶树和番薯
藤。当然，最令人难忘的是东大门南侧那口被
柳树包围着的小小水塘——冷水塘。
冷水塘地名的由来大概便是因这七八十
平方米大小的水塘吧？塘水四季不枯，清澈透
明，水草较多，夏季蝉鸣蛙叫非常热闹，秋季肥
大的野黄鳝经常出没，春夏天的塘水是我们劳
动课挑水担粪浇番薯苗的主要源泉。
冷水塘的冷不仅是因为这口小小的水
塘。此处正好位于面向东北的一个喇叭山口，
一到冬天，东北风夹着雨雪呼啸而来，大有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景象。有一年，大风雪将沿
路的白扬树、香樟树拦腰折断，电线杆也被拔
起，还把办公大楼东面二楼会议室的木头玻璃
窗整个吹塌。
这里是阴山坡地，离富阳街上远，生产、教
学、生活设施十分简陋，大片大片的是山坡茶

青少年创客教育联盟成立

叶地、山地。这里人烟稀少，秋天的霜、冬天的
雪，南面摇头山上晚上的狼嚎声，和着我们读
书时的霉干菜、番薯汤，给人一个荒凉凄冷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

记者 邵晓鹏
5 日 11 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一届青少年模
型锦标赛暨青少年创客教育联盟成立大会在区
青少年宫举行。本次活动由富阳区教育局、富阳
区科技局、富阳区旅游体育局、共青团杭州市富
阳区委、富阳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基于学
生兴趣，以项目学习的方式，使用数字化工具，倡
导造物，鼓励分享，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
“ 杭州
市富阳区青少年创客教育联盟”由富阳区教育
局、团委、科技局、科协等单位发起，首批成员有
区青少年宫、富阳学院、郁达夫中学、富春中学、
新登镇中、银湖实验中学、区实验小学、富春四
小、富春七小、富春八小、新登镇小、东洲中小、永
兴学校小学部等 13 家单位。
此前，由区政协文史委会同区教育局、团委、
科技局、科协等部门组成青少年创客教育联盟筹
备工作小组，认真开展各项工作。筹备工作过程
中，多次外出调研以及进行专题研究解决具体问
题，提出谨慎细致的指导性意见，在 5 月 3 日举行
了主要发起单位的筹备会议。确保了后期筹备
工作的顺利进行。
青少年创客教育联盟的成立，意味着我区结
合新课改在基础教育改革试验中跨出了坚实的
一步。联盟将邀请国内著名教育创客专家开展
首届青少年创客教育研讨会，组织有基础、有条
件的部分学校开始编写创客教育通识教程；组织
相关单位进行送课到校服务，策划创客教育进校
园科普活动；结合明年的科技节开展首届青少年

早年在冷水塘读书和工作是非常艰苦
的。青云中学是区中学，学生来自于整个青云
区，好多学生家里远在新义、春建，交通不便又
缺钱，周六、周日下午都是结伴一路翻山越岭
走回去，走回来时除了书包还挑着霉干菜和
米。
那时，我们前半周吃家里带来的霉干菜和
萝卜条下饭，后半周吃劳动课上学生自己种出
来的番薯、冬瓜、青菜、萝卜，鱼肉是很鲜见
的。1977 年恢复高考后，同学们学习抓得很
紧，午后和课外活动时，好多同学跑到冷水塘
边、茶叶山上、横山溪旁埋头静静苦读；初夏闷
热的夜晚，学校还在教学楼前安装了太阳灯，
大家都搬到教室外看书，虽凉快些但蚊子太
多；晚自习寝室关灯后，还有好多同学点蜡烛
复习功课；
有的还深更半夜打着手电学习。
读《〈孟子〉二章》时，我曾感悟到冷水塘便
是上苍特为我们设置的炼狱场所。教书时，我
特别注重孟子这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每年
上这篇课文时，我便滔滔不绝大谈冷水塘之
创客大赛，进行小创客作品展示等一系列活动。
同时还将筹建区青少年宫创客中心，打造一个校
外实践基地，整合学校、社会、家庭等相关资源，
为青少年提供跨学科、跨学段、跨空间的实践平
台。
成立大会后，进行了区第十一届青少年模型

锦标赛。本届模型大赛分小学组和初中组，比赛
项目分“极光号”电动遥控双体快艇绕标航行竞
赛、
“ 未来之星 S”遥控车绕标竞速比赛、
“ 桥梁规
划师”创意建筑设计（个人）制作比赛以及四旋翼
飞行竞赛等四大类。全区共有 37 家学校的 486
名学生参加比赛。

“冷”、冷水塘人的成就。并为此在上世纪 80 年
代中期创办了学校文学刊物《冷水塘》——以
冷水塘铭志，
以冷水塘育人。
多年以来，这里育人无数，有机关干部，
有企业家，有医生、教师、军人，还有许多默默
无闻的优秀劳动者，他们都在各行各业中兢
兢业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社会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

实验中学举行区中小学（幼儿园）
“防灾减灾日”活动

至今日，我的同事、同学、学生们谈起她，都说
这是我们的母校。她以前虽然很穷很苦，但正
是她含辛茹苦地教会了我们做人办事的知识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林晓芳
5 月 11 日下午，富阳区中小学（幼儿园）5·12
“防灾减灾日”地震火灾应急疏散演练观摩活动
在实验中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区教育局、区地震
局主办，区公安分局、区卫计局、区气象局、区人
防办、区红十字会、区消防大队等部门协办，区属
各校、乡镇（街道）小学、幼儿园、民办学校分管副
校（园）长或负责人参加。
当天 13:20，地震火灾应急疏散演练观摩活动
正式开始。此时，学生们正在寝室午休，一阵急
促的警报声响起，校园广播即刻发出应急指令。
学生们纷纷寻找安全位置进行躲避，保护身体各
个部位，并保持安静等待下一步指令。主震过
后，学生们用书本或双手护着头部，以防止被落
物砸伤，一个接一个有序而迅速地撤离至空旷的
操场。

冷水塘是我的故乡，是我成长的地方，时

在学生安全撤离寝室时，有寝室发生明火险
情，实验中学校园微型消防站成员进行了紧急扑
救。在演练中，红十字救护队员迅速行动，对搜
救出来的伤员进行检查，并实施现场救护。救护

员用担架把伤员运送至临时救护点进行救护，立
即拨打 120 求救，并为受伤学生包扎止血。救护
车迅速赶到，救护队员将伤员送上救护车。地震
发生时，有学生发生恐慌情绪，实验中学心理辅
导老师做好震后学生心理疏导工作，安抚学生心
灵。在地震疏散之后，教师及时知晓班级学生情
况，
清点人数，
并向总指挥进行汇报。
演练结束，区教育局召开了全区校园安全工
作会议。实验中学德育处主任陈建荣进行以微型
消防站建设为重点的安全教育工作经验交流。区
教育局安保科科长白振东就平安校园复查情况进
行反馈，并布置下阶段安全工作。区教育局副局
长郦建作了总结，他指出校园安全工作需要增强
广大教师的安全责任意识，开展校园安全工作要
隐患排查到位、整改举措到位、安全教育到位、专
题演练到位，
建立长效的安全工作机制，
多方有效
形成合力，
创造安全稳定的教育环境。

和本领。虽然她几经易名，并早已焕然一新，
但她所拥有的母亲般诲人不倦的担当与责任，
胸怀与博爱，
还一直存在。
（作者系原青云中学 79 届毕业生，曾任青
云中学、农技学校教师，现任职于中共杭州市
富阳区委党校。
）
六十周年校庆，有你更精彩！本栏目欢迎
富阳学院（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历届校友和
工作人员积极赐稿，以抒发名师风范、师生情
谊、
同窗情义。
来稿请发至电子邮箱：
1660290762@qq.com
联系电话：
63368305 13362110601 胡春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