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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课堂搬到“云上”，
优质资源共享

城里学校乡村学校
通过网络一起上课

明天

多云到阴
部分有小雨

今日
天气

阴有时有小雨

后天

阴有小雨

气温：
15—19℃
平均相对湿度 70%

气温：
12—17℃

气温：
13—23℃

富阳乡村学校“互联网+义务教育”
实现全覆盖

周日迎
“小雪”
下周气温或跌至个位数

◀富春四
小、坑西小
学和缙云
县唐市小
学一起上
语文课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11 月 18 日，杭
州市名校集团化和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
建设现场展示交流活动在富阳举行。

与会人员观摩“互联网+义
务教育”同步课堂示范课
“互联网+义务教育”同步课堂以其跨
时空性、开放性、资源共享性等优势为学
生学习提供了有力支持。活动中，初中组
和小学组与会人员分别在富春中学和富
春七小观摩了“互联网+义务教育”同步课
堂示范课——永兴初中和新登镇中的数
学课，富春中学和鹿山中学的英语课，富
春四小、坑西小学和缙云县唐市小学的语
文课，
富春七小和新浦小学的数学课。
在主会场富春七小，三年级语文课
《海滨小城》开讲，老师是富春四小章丽
英，她不仅关注现场学生听讲、思考和回
答，而且通过“互联网+义务教育”同步课
堂技术，在辅助老师坑西小学吴秋琴和缙
云县唐市小学吴超男的帮助下，与距离遥
远的孩子们实时互动，请他们回答问题、

发表见解，让乡村孩子体验和城里孩子一
样的课堂氛围、教学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堂课，章丽英老师
采用“同屏书写”技术，将三地学生的真实
学情第一时间呈现在学习屏幕上，现场
感、时效感很强，让互联网课堂变得更生
动，实现“同屏情境”
下的虚实相生。
示范课结束后，初中组小学组的四个
课堂分别开展网络研修，主教老师和辅助
老师交流教学思路和看法，区教研中心相
关教研员点评。随后，与会专家、老师们
展示富阳区各校拓展性课程成果。

两位校长现场分享学校集
团化办学经验等
近年来，富阳积极探索推进城乡教育
一体发展的新路子、新方法，大力实施“名
校集团化”和“互联网+义务教育”，形成
“联盟办学、联动发展、联带考核”的办学
机制，成立了一批以“跨域突破、县域互
通、师资盘活、技术带动、治理跟进”为主
要特征的新型名校集团和新时代教共体，

用现代教育理念引领学校发展，用先进的
信息技术手段整合优质资源，用创新的办
学机制优化学校教育过程，推进本区基础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
今年，富阳已率先完成乡村学校“互
联网+义务教育”全覆盖，入选浙江省“互
联网+义务教育”实验区。活动现场，郁达
夫中学校长孙建钢和富春四小校长叶根
娟分别分享了学校集团化办学经验和“互
联网+义务教育”
推进经验。
孙建钢以“携手前行 共赢共进”为题，
分析郁达夫中学集团化办学背景，介绍了
班子管理调整、教育教学一体化管理、统
筹教师编排、统一后勤工作管理等工作做
法，以及老百姓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教师
队伍和干部队伍得到进一步加强，教育教
学质量和教师职业幸福感提升等成效。
叶根娟以“互联网+：在持续优化中为
教育赋能”为题，从富春四小和坑西小学、
唐市小学签订结对帮扶协议说起，介绍三
校面对技术环境、学情把握和研修效率问
题采取的解决方法。

热心市民向富阳博物馆捐赠文物
开馆以来，博物馆已接受捐赠文物 53 件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陈玲丹）
11 月 18 日，家住龙门镇的孙群亚主动联系
富阳博物馆，希望捐赠自己发现的一块石
碑。这是富阳博物馆开馆以来收到的第
53 件捐赠文物。
孙群亚捐赠的石碑是她邻居用来做
垫脚板洗衣服的，她看到上面有字，就把
它 洗 干 净 ，看 看 是 什 么 ，结 果 发 现 是 石
碑。她想这么大一块石碑或许有文物价
值，就联系了富阳博物馆。这块石碑尺寸
为 225×67.5 厘米，经博物馆工作人员初
步鉴定，为清代道光年间的石碑，字迹隽
秀，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富阳博物
馆接收捐赠文物后，向孙群亚颁发了捐赠
证书。

经博物馆工作人员初步鉴定，均为两晋时
期文物。近期恰逢富阳博物馆举办“古镜
今鉴——越地古铜镜主题展”，杨仁锋捐
赠的铜镜也在此次展览上展出。
富阳博物馆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对外
开放。自开馆以来，已有多名热心市民向
博物馆捐赠文物，如开馆时热心市民阮
军、杜富华捐赠两晋时期的盘口壶、汉壶
等文物，艺术家朱瑚捐赠收藏石雕、木雕
等工艺品，徐忠家族捐献石牌坊构件等，
文物类别包括陶瓷器、青铜器、书画、石器
等，总数 53 件。富阳博物馆馆长方健说，
捐赠的文物丰富了富阳博物馆馆藏文物
数量，拓展了博物馆参观内容，为富阳博
物馆的文物工作注入正能量。

文物保护意识提升，多名
市民热心捐赠

希望更多社会团体和个人
投身文物保护

富阳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随着大家
文物保护意识不断提升，像这样的热心市
民有很多，博物馆多次收到市民主动捐赠
的文物。11 月 9 日，富阳博物馆收到热心
市民杨仁锋捐赠的铜镜和青瓷小碗两件
珍贵文物。杨仁锋是大源镇亭山村村民，
这两件文物是他在家附近的山上捡到的，

我国文物数量庞大，其中很多流落民
间。富阳博物馆希望更多社会团体和个
人投身到文物保护行列中，为推动富阳文
化事业和各项建设发展作贡献。方健说，
文物捐赠不仅可以使民间文物得到更专
业的贮存、保管和维护，而且能丰富国有
文物收藏单位的馆藏，打破馆藏文物数量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 通讯员
裘军红）11 月 22 日，我们将迎来
“小雪”节气，而冷空气也很应景地
前来“候驾”，把富阳拉回到凉意浓
浓的秋季。我们可以做好迎接冬
季的准备了。
昨 日 下 午 开 始 ，冷 空 气 前 锋
逐 渐 抵 达 富 阳 ，带 来 间 歇 性 阵
雨。昨日傍晚 5 点 50 分至 57 分，
富阳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队伍利用
降雨条件，在岩石岭水库开展 3 轮
人工增雨作业，共发射 10 枚火箭
弹，进一步增加降雨量。
区气象台分析，本周后期到下
周初，先后有两次冷空气影响过
程，分别出现在昨日下午到今天、
本周六夜里到周日。受其影响，富
阳未来几天都保持阴雨状态。具
体来看，今天阴有时有小雨；明天
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
夜里到周日，转阴有小雨；23 日至
24 日阴有时有小雨；25 日阴到多
云，
局部有小雨。
气温方面，昨晚到今天，有一
次降温和北风增大过程，预计日平
均气温过程降温幅度 6—8℃。今
天最高气温降至 19℃，明天由于有
暖湿气流补充，最高气温回升到
23℃左右。
等到周日，第二股冷空气补充
南下，气温将明显下降，下周一、周
二最高气温只有 12—13℃，最低气
温 10℃左右，山区普遍跌至个位
数。趁着周末休息，大家可以把厚

外套准备好。
放眼全国，降温是“主旋律”。
中央气象台分析，11 月 17 日以来，
我国中东部地区已经出现大范围
强雨雪天气，影响范围广、强度强，
历 史 同 期 罕 见 。 预 计 20 日 至 22
日，中东部地区将再次出现大范围
雨雪降温天气。19 日至 23 日，江
南及以北地区气温将持续下降，降
温幅度可达 14℃以上。
这样的雨雪节奏，很符合“小
雪”节气的特征。二十四节气是古
人根据中原、江淮一带的气候设置
的，每到“小雪”，预示着天气逐渐
变得寒冷，冬季初雪来临，由于这
个时节雪量往往不大，所以称为
“小雪”
。
而对富阳来说，
“小雪”节气并
不是降雪的前奏，而是意味着冬季
即将来临。根据区气象台统计，富
阳常年平均入冬时间为 12 月 5 日，
常常发生在“小雪”时节。所以接
下来半个多月，我们可以期待真正
的冬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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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两条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完成
年底前，还将完成多条道路路面改造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凌
玲）11 月 16 日，由区城投集团养护公司
负责实施的文居街（文教北路—春秋
北路）、文教北路（孙权路—文居街）道
路整体提升改造工程完成。经过 6 天 6
夜加紧施工，累计完成路面铣刨、沥青
铺设约 15300 平方米，两条道路行车环
境大大提升。
此次改造的两条道路位于闹市
区，因原有沥青路面铺筑至今已有 10
多年，随着交通流量不断加大，路面老
化、网裂、下沉等问题日渐突显，道路
服务水平已不能满足文明城市需求。
为巩固“美丽杭州”创建暨“城市环境
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升”百日集中攻
坚行动成果，打造安全、洁净、靓丽、文
明的城市道路环境，城投集团养护公
司与市政公用中心实地踏勘后确定路
面提升整改施工方案，于 11 月 10 日进
场，
为两条道路“换颜”
。
养护公司负责人介绍，此次提升
改造重点铣刨车行道的旧沥青路面，

重新摊铺性能更好的 SBS 改性沥青。
这种沥青具有提高沥青软化点、耐磨
耐划抗老化特点，能够提高路面使用
寿命。养护公司对网裂下沉严重路段
开展玻璃纤维格栅铺设，进一步提高
道路行车舒适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对
检查井、雨水井、公交车站平侧石开展
优化更新。
为缩短占道施工时限，
尽可能减少
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养护公司沥青施工
班组针对施工路段交通特点，
设置半幅
封闭半幅分流、
半幅封闭半幅双向通行
两种交通管制模式，
保质保量推进工程
的同时，大大减少施工时长，以最快速
度恢复道路通行。
今年以来，养护公司已完成东桥
路、公望街等 70 多条道路沥青修复约
17.5 万平方米。通过路面维修，极大
地改善了市民出行环境。年底前，养
护公司还将对中埠大道、富春街等道
路开展路面提升改造。

孙群亚捐赠的石碑
常年不变的尴尬，减轻财政负担，充实文
物藏品。同时，文物捐赠者的义行，能够
唤起全社会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和热情，增
强社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富阳博物馆收藏这些捐赠文物的同
时，积极做好文物活化利用工作，在富阳
籍著名画家朱瑚先生作品（藏品）展、越
地古铜镜主题展览中展示部分捐赠文
物。捐赠文物补充了博物馆展览内容，
对推进富阳文博事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第五涨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根据国家发
改委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昨
日 24 时开启。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
升容量测算，加满一箱 92 号汽油将多
花 6 元。本次调价是今年国内成品油
调价窗口出现的第五次上调。
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
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11 月 5 日
至 11 月 18 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折
合汽油每吨提高 150 元，柴油每吨提高

145 元。
本轮油价调整后，92 号汽油价格
为 5.54 元/升，95 号价格为 5.89 元/升，
98 号汽油价格为 6.45 元/升，0 号柴油
价格为 5.14 元/升。
今年，国内成品油调价呈现“五涨
五跌十二搁浅”格局。截至本次调价，
汽油价格累计每吨下调 1790 元，柴油
价格累计每吨下调 172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