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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告别
富阳各校花式迎接新年

记者 邵晓鹏通讯员 王敏 吕晓群 徐伟 陈学锋倪丹

告别2018，迎接2019。近日，富阳不少学校都安排了各具特色的校园活动，让学生们

在欢乐的校园气氛中共同迎来新的一年。

记者 邵晓鹏通讯员 杨柳春

丰富的“多元课程”提供给学生健康成长、
品质生活的营养，科学的“乐学评价”为学生健
康成长、品质生活正确导航。2018 年 12 月 28
日，大源镇中心小学全体一、二年级学生参加好
玩又有“营养”的学业评价考核。

绿意盎然的拱门、五彩的气球、可爱的小动
物们点缀着体艺馆，大源镇小的孩子们头戴形
状各异的动物头饰，兴致勃勃地来参加“森林运
动会”。 在老师和小组长的带领下，拿着自己
的游园乐评卡，有序地奔向了各个项目场地。

本次大源镇小本部一、二年级游戏项目有
识字加油站、朗读大比拼、故事小达人、书写小
明星、小小神算子、智慧小达人、眼睛亮闪闪、音
乐小精灵、体育游园馆、神奇科探员和魔力头饰
等11个项目环节，并采用评价卡的形式记录学
生的成绩，每个模块都有相应的“摘星卡”，摘星
卡上分五个等级，从一颗星到五颗星，等着学生

“采撷”。

活动中，“语文部落”里，孩子们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识字、朗读、讲故事；“数学部落”里，他
们快速口算，拨一拨钟面，认识立体图形，拓展了
数学思维和表达能力；“音乐部落”里，同学们拿
着自己的手风琴，悠扬地吹奏出歌曲；“体育场”
给了同学们一个自由的天地，让他们尽情地踢出
足球。

大源镇小育才校区也进行了以“民族少年

展风采，快乐分享收获季”为主题的乐考活动。
2018年12月29日上午，围绕着“乐”这一主

题，育才校区一、二年级结合语文、数学、音乐、
美术、体育等学科知识，精心设置了“翰林文学
院”“故事城堡”“玩转沙包”“摘果子”“快乐说话
吧”“我是神算子”“巧手动一动”“童音乐小达
人”“体育小健将”“绘画小能手”等7个模块内
容，每个模块均集知识性、游戏性、趣味性于一
体，分别对孩子们的语文素养、数学能力、综合
素养三大方面的能力进行全面考查。

“‘乐学游园’是学业评价的新气象，在考查
孩子们对知识掌握的同时，也考查了学生的应
对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拓展能力，让孩子
们真正‘轻轻松松参加，快快乐乐回家’。”大源
镇小校长夏建勋介绍说，“我们力求通过这种人
文关怀的评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转变以考
试分数为唯一指标评价学生的质量观，树立面
向全体学生、促进知识和能力发展相统一的教
育观，使学生全面发展。”

经纬少年展风采，快乐分享收获季

大源镇小低段学业评价好玩又有“营养”

富中国际部：
中西交响，音乐飞扬

2018年12月25日晚上，富阳中学国际部举
行2019新年音乐会。这是富阳中学国际部举办
的第一次大型校内音乐会，为观众们带来了民
族音乐、西方音乐、影视动漫音乐三大篇章的精
彩表演。

富中国际部一直以来积极为学生提供各种
实践机会，提升学生的人文底蕴和音乐素养。
富阳中学副校长、国际部中心主任叶鹏飞说：

“在学校生活中，艺术教育不仅对于其他学科的
学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且使学校生活张弛
有度，充满活力。”

整台音乐会采用中英双语主持，展现了富中
国际部浸入式双语教学成果。随后，民乐团、管
弦乐团、小提琴组、钢琴独奏、歌剧演唱、影视动
漫音乐演奏等节目的表演者们纷纷登台，表演了
古筝和中国鼓合奏的《将军令》、钢琴四手联弹

《演艺人》、小提琴三重奏《美丽的梦》、大合唱《不
忘初心》等节目，为大家带来了视听的饕餮盛宴。

富春中学：
绽放吧，我们的青春

2018年12月28日下午，富春中学拓展性课
程成果展示暨2019迎新文艺汇演拉开帷幕。

富春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谢春荣致 2019
新年贺词。他说：“2018年，我们用行动书写着
美好教育，学校在稳健发展中取得新的成绩，为
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展望新的
一年，将继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打造全省
一流教育综合强区作出应有的贡献。”

跳跃的节奏，动感的身姿，啦啦操的精灵们
踏着节拍，驱走寒冷，现场气氛瞬间热烈起来。
整台演出既有学生拓展性课程成果的精彩展
示，又有家长们歌声舞姿的惊艳，更有老师们载
歌载舞的轰动。

为使每一位学生都能掌握一门艺术技能，
富春中学已开展八年“乐器进课堂”活动，在各
级各类中小学艺术节中屡获佳绩。在悠扬的陶
笛、小提琴合奏《森林狂想曲》之后，全校学生用
陶笛合奏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

汇演中，2018 年富阳区艺术节舞蹈一等奖
作品《沁园春·雪》，2018富阳区艺术节初中声乐
节目第一名、杭州市中小学艺术节二等奖作品
小组唱《葳撒啰》等获奖作品进行了展示。

除了学生表演，家长和老师们也带来了丰
富的节目——潮妈们的鬼步舞、亲子联唱《国
家》、教师二重唱《龙文》以及谢校长和老师们共
同演绎的教师圆舞曲《举杯吧，朋友》获得了阵
阵欢呼和掌声。

最后，在校合唱团的带领下，全校师生一起
唱响校歌《富春学子歌》。这首校歌在2018年富
阳区中小学校校歌评比中获得创作奖、演唱奖、
综合评比一等奖。在校歌声中，书法、绘画、纸
艺等美术社团的同学们提笔创作。

春江中学：
“遇见·青春·美丽”

2018年12月29日，春江中学开展富中托管
十周年庆典暨“遇见·青春·美丽”元旦文艺汇演。

文艺汇演共分“梦想起航”“青春飞扬”“共创
辉煌”和尾声“我们这十年”三个篇章，全体师生
一起参与节目表演，迎接新年的到来。

晚会后，是传统的全校篝火联欢和烟花大会。

富春二小：
当童话与劳动相遇

2018年12月29日，以“童话生活，劳动
创造”为主题，富春二小举行第四届童话嘉
年华暨迎新年主题活动，让童话与劳动美
好相遇。

一大早，各班的童话精灵们站在校门
口，兴高采烈地和每一个走进学校的同学
打招呼。中午12：00，第四届童话嘉年华正
式开始。三至六年级同学身穿各种农作物
相关材料制作的服装，化身为童话故事中
的人物，在红毯上进行情境展示。

三年级同学们根据自选的童话故事演
绎故事中劳动场景，四年级同学们结合服
装饰品、篮子、箩筐、畚箕、扁担等晒出自做
的劳动果实，五年级同学们通过“手握”“肩
扛”等形式秀出自制的劳动工具，六年级同
学们结合服装、道具等展出“画”童话故事
中劳动场景。

下午 1:00，童话劳动主题馆开放啦。
在老师、家长、同学的巧手装扮下，一间间
教室都变成了一个个劳动场馆。各种生动
逼真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果实在这里展示，
各种妙趣横生的劳动游戏在这里进行。

童话节是富春二小的主题校本课程之
一，各学科教师结合本学科特点，积极开发
学科课程资源，设计形式多样、内容多彩的

“学科与童话”结合的综合活动课程。

东吴小学：
让学校成为博物馆

2018年12月29日，杭师大附属东吴小
学首届“我与博物馆”活动举行，各班教室
都化身成为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场
馆。

“博物馆被喻为‘人类社会的立体教
科书’，也是对学生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和生
命教育的重要载体。我们东吴小学坐落在
鹿山新区，毗邻富春山馆，开展博物馆课程
得天独厚。”东吴小学校长俞小祥介绍说，
这学期，东吴小学与富春山馆开启“馆校合
作”，围绕“让学校成为博物馆，让博物馆成
为学校”的主题进行博物馆课程实践活动，
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漫步山
馆”，先后有1200余人次东吴学子参观富
春山馆。

第二阶段是结合每班研究内容，开展
“校园博物馆”活动。东吴小学27个班级的
师生经过前期的认真准备，开启了 27 个
风格各异的班级博物馆，1-6 年级主题分
别为“富阳特产”“鱼米之乡”“龙门续辉”

“山水富阳”“人杰地灵”和“千年古县”。
孩子们带着东吴小学小小博物馆体验
卡，先后参观每一个博物馆，并参加问答
与体验活动。

“让小朋友们既能观赏竹竿舞和小扬
琴表演，又能看到所有关于竹子、竹笋的实
物、食品、画作。我们还准备了竹美食区，
有老鸭笋干煲、竹筒饭等，全部都是竹笋、
竹子系列的。”东吴小学一（1）班陈煜焕妈
妈边向小朋友们分发竹笋美食边说，一（1）
班的班级场馆里到处都是竹的元素，“这些
竹子都是我们现砍的，还有为了这些竹笋，
我们跑遍了富阳有竹的地方。”

富阳中学
举行“你的奋斗 终将伟大”主题晨会

本报讯（通讯员 孙高群）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引领师生回顾国家和富阳中学过去的辉煌蜕变，
鼓励师生顺应时代潮流，开创美好未来，2018 年 12
月24日上午，富阳中学在江南校区操场开展“你的奋
斗 终将伟大”主题国旗晨会。

本次晨会在主持人高二（5）班李珂娴同学的带
领下升国旗，奏唱国歌。随后，富阳中学政教处主
任、富中第一支部书记董建农老师演讲《奋进在浩荡
的春风里》，为大家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接着，政治组陈旭升和刘婷
老师带来激情澎湃的诗歌朗诵。随后，全体师生静
静地聆听“来自富中的声音”——富阳中学发展介
绍广播。

最后，办公室副主任孙高群老师和高一（2）班
蒋林珂同学依次做了“奋斗”的表态发言。孙老师把
1978、1988、1998 和 2008 年国家的大事记与富阳中
学对应的事件衔接，用时间刻度讲述奋斗的伟大。
蒋同学提倡“天道酬勤，恒者为胜”，呼唤传承、梦想和
奋斗。

富阳二中
开展地理实践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颖琦）2018 年 12 月 16 日，富
阳二中地理组老师们带领学生开展了“富阳二中地
理实践活动之洞胥线”。

为了组织好此次实践活动，在项爱明老师的主
持下，富阳二中地理组讨论并设计了周密翔实的考
察活动方案，编写了《实践活动手册》，上面既有实践
目的、行程安排，也有学生学业考察内容等。

本次实践活动共分“海正药业”访科技、“通天飞
瀑”探熔岩、“文曲农业”看发展和“艺居文村”寻乡愁
四个模块，内容涵盖现代产业的发展、地质地貌的变
迁、生态农业的花样、现代农村的印记等多个方面。

场口中学
学生获全国新少年作文大赛周冠军

本报讯（通讯员 陆菊芳）2018年12月，在第六届
全国新少年作文大赛中，场口中学学生章哲瑜以一
篇《石磨》获得第九周高中组周冠军。

17 岁的章哲瑜已屡获文学奖项，在 2017 年至
2018年期间，他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冰心作文大赛
全国一等奖、第十九届中学少年作家杯国家级二等
奖、第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浙江省二
等奖，还是四川省南边文学创作委员会成员、中国
ICEP少年企业家形象大使。

在谈到《石磨》这篇获奖文章时，章哲瑜说，这篇
文章创作于2018年的5月份，期间读了巩高峰的《一
种美味》以及文学社指导老师的同题作品。他说，一
般大家习惯接受慷慨的母爱，而他却故意在文中制
造“种种矛盾”，他希望给读者看到更多“未知视角”
创作出的作品，《石磨》里的人物有自己的灵魂，这种

“矛盾结合体”给读者体验“过山车式”的快感。

富阳学院
与飞旋科技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 任彦涛）近日，富阳学院与浙江
飞旋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建立长期
校企战略合作关系。浙江飞旋科技面向富阳区学子
们采取委托招生、定向培养、开办“冠名班”以及入职
后继续教育等方式，探索校企合作的创新模式，实现
学校、企业、家长、学生四方共赢的育人、用人的新格
局，为富阳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浙江飞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国内
首家从事磁悬浮轴承技术研发和推广的高新技术企
业，拥有磁悬浮轴承整体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研发成
果达到国际前沿水平，各类产品在国内或国际市场
均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2018年，区政府和
浙江飞旋科技签订了磁悬浮产业项目合作协议，公
司拟在杭州富春湾新城计划投资 22 个亿元，兴建
500亩磁悬浮高速电机系列产品产业园。

职教中心
两所中职院校来访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陈敏）2018 年 12 月 20 日，新昌
技师学院机电系班主任一行30人来到区职教中心交
流德育管理工作经验。区职教中心副校长黄宏忠向
来访老师们从背景、内容、实践到实践成效等角度解
读了学校德育管理工作的金名片——“第一技能”的
相关内容。

2018年12月21日，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一行18
人来到区职教中心参观。一行人首先参观了浙江省
中小学心理辅导一级站——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中心负责人陈小萍老师介绍了学校心理健康工
作的具体开展情况。随即，到访教师们观看了全校
师生的跑操活动。接着，黄宏忠向老师们介绍了“第
一技能”工作开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