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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邵晓鹏通讯员 高佳妮

5月10日上午，杭州、阿克苏两地“智慧+空
中丝路课堂活动”数学计算教学专题研讨活动通
过“富阳区同步课堂”平台，在富阳区富春第五小
学和阿克苏市天杭实验学校两校之间展开。

“智慧+空中丝路课堂”是杭州的援疆品牌，
主要承担为阿克苏市远程培养教师的功能，实现
杭州与阿克苏教育“无缝对接”，主要包括专题讲
座、课堂展示、教学研讨活动、学生活动等多种形
式活动，授课教师有杭州名人、名师、名校，实现
杭州、阿克苏两地师生之间的“零距离”互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聚焦深度学习，优化作业
设计”，为充分发挥杭阿两地名师示范引领作用，
富阳区教育局和阿克苏市教育局分别联动富春
五小名师乡村工作室、葛素儿名师乡村工作室与
杭阿共建青蓝小数工作室开展研讨。两地相隔
四千多公里的三个工作室通过空中连线，打破地
域限制，打通两地在教育教研和课堂实践领域互
相学习的通道。

在教学展示环节，杭阿共建青蓝小数工作室
成员陈莉老师在天杭实验学校执教观摩课《同分
母分数加减法》，整节课打破知识间的隔断墙，充
分将学生已有经验与新知相结合。葛素儿名师
乡村工作室成员徐运丰老师在富春五小执教观
摩课《异分母分数加减法》，充分将知识整体性、
结构性体现在课堂中。

课堂观摩之后，富春五小分两个会场进行评
课与交流。

阶梯教室会场进行卷入式评课，现场抽签选
择老师进行评课交流。老师们结合活动主题，从
运算一致性的视角对两节展示课谈自己的观课
感受，在思维碰撞中形成对运算一致性的个性化
理解。

同一时间，浙江省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区

教研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员葛素儿在录播教室与
阿克苏会场的老师们开展互动交流。她认为，杭
阿两地三个名师工作室的联盟活动意义非凡，两
地虽相隔万里，但两节课的设计异曲同工，诠释
两位老师对新课标的理解；两位老师都具有学生
立场，关注学生的深度学习，以优质的习题聚焦
教学本质，实现提质增效减负。

随后，葛素儿作题为《“双减”背景下习题设
计的导向与策略》专题讲座。她结合具体案例，
从数据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优质习题设计的基
本导向和基本路径三个视角分享，强调教学评一
致性，以结构化的评价驱动结构化的教，以结构
化的教促进结构化的学，让阿克苏的老师们深受
启发。

活动中，天杭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孔朝丽表
示，这几年教育援疆从开始的分散、单学科、一
人、技能援疆变化为现在的组团、全学科、团队、
办学理念援疆，实现点到面的蜕变。她相信，

“组团式”援疆会让杭州教育援疆在阿克苏
结出丰硕成果。

近 年 来 ，富 阳 教 育 与 阿 克 苏 教 育 的 情
谊日益深厚，2018 年至今，富阳区教育局共
选派 17 名优秀教师赴阿克苏市相关学校支
教。依托富阳区教育局建设的互动录播教室
与“易教学助手”软件，两地教师能够实时高效
互动交流，还在阿克苏建立浙江省首个援疆正
高级名师工作室——陈建国名师工作室，将“名
师乡村工作室”辐射效应进一步扩展。

杭阿两地师生“零距离”互动

“智慧+空中丝路课堂活动”
打通教育教研互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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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高美娜 ）5 月
12日是全国第14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减
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5月7日至13日为
防灾减灾宣传周。近日，区应急管理局与万市
镇联合面向万市镇中心小学、万市镇南新小学、
万市中学开展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汉字画”创
意绘画大赛。

本届大赛围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通过科
普防灾减灾知识，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以绘画形式将防灾减灾小常识、汉字和图形
相融合，最终以孩子们稚嫩的笔画呈现出形象生
动、童趣十足的主题绘画，蕴含防灾减灾小知识，
也透出最美好而纯真的情感。

一直以来，“汉字画”都是万市镇小校园里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2021年，万市镇乡贤、北京国
际汉语研修学院院长桂帆带领专业团队，在万市
镇小出资兴建“汉字文化体验坊”。学校依据“字
美童心”校本课程探索，以汉字为载体，了解汉字
的造型原理，让孩子们通过你画我猜的形式，以
图形与文字相融合的艺术形式创作，激发学生的

创造力、想象力，把汉字变形藏在画里，以主题教
育的形式寓教于乐，深入人心。

本次活动收到参赛作品150余幅，最后评选
出一等奖10个、二等奖21个、三等奖33个，人气

奖若干，并挑选其中3幅优秀作品制作富阳区第
14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创意产品，丰富防灾减
灾的科普内容和传递方式，让防灾减灾更加深入
人心。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羊春）为落实
“双减”政策，关注学生身心健康，让学生真正了
解生命的意义、珍惜生命的价值，并以此推进学
校生命健康教育工作，在第14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来临之际，万市中学联合区应急管理局、万市
镇开展生命健康教育周系列活动。

为传播和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5月7日，万市中学开展教师红十字急救搬
运演练、学生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活动中，师生
们积极参与现场实践，学习心肺复苏、头部包扎、
骨折固定等应急救护技能。

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安全知识，活动周期间，
万市中学组织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竞赛。全
校14个班级的14支队伍参加初赛，经选拔，4支
队伍进入决赛。5月10日晚，防灾减灾安全知识
竞赛决赛在学校录播教室举行，并在校内进行同
步直播，每个学生都能在教室在线观看。比赛采
用知识竞答方式进行，分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
题三个环节。比赛中，各个队伍积极参与抢答，
展现对于地震基础知识、地震应急避险技能、震
后自救互救知识的了解与积累。经过激烈比拼，
最终八（4）班“鹰隼小队”获得一等奖，七（1）班

“怡涵小队”、八（1）班“星曜小队”、八（3）班“啊对
对队”获得二等奖。

一直以来，万市中学十分注重增强全校师生
防灾减灾意识，掌握应急避灾正确方法，掌握自
我保护、自救互救、团队协作的基本能力。5月
10日，万市中学开展全校性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演

练。上午7：30，第一次紧急信号响起，各班学生
在老师的组织下迅速进入应急避震状态。学生
们立马按平时学习到的防震知识，用胳膊护住头
部，躲在各自的课桌下或课桌旁，全程安静、迅
速、有序。7：37，第二次警报声响起时，火灾逃生
演练开始，全体学生在教师的指挥下弯腰、护头，
有秩序地按照预定的疏散路线迅速撤离到操场，
各班快速清点人数并逐级汇报。整个应急疏散
演练紧张有序，有条不紊，没有疏漏一个学生，没
有出现碰撞和踩踏。

5月，万市中学还开展以“减轻灾害风险，守
护美好家园”为主题的防灾减灾漫画评比活动。
各参赛同学都充分发挥绘画、文字和设计等多方
面才能，画出防灾减灾的深刻含义。本次漫画比
赛共收到参赛作品20余幅，每幅作品都具有较
强的观赏性和教育意义。经过德育处评比，优秀

作品在学校宣传栏展出。
2016年，万市中学创建成为浙江省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基地；2019年，万市中学科学老师羊春
被浙江省地震局聘为浙江省防震减灾科学传播
师。在这基础上，万市中学以省防震减灾科普教
育基地为辐射，通过以点带面，带动周边学校做
好生命健康教育。今年防灾减灾日前，羊春来到
万市镇小，为二（1）班的同学们上了一堂科普课

《地震来了怎么办？》，讲解地震发生原因、地震灾
害特点，传授自救互救技能和辨别谣言的能力等
科普知识。随后，万市镇小同学们来到万市中学
防震减灾科普馆，羊老师一边演示，一边讲解。

此外，本次生命健康教育周期间，万市中学
利用全体教师会议、国旗下讲话进行生命健康教
育周活动动员；下发防灾减灾安全须知告家长
书，联合家长配合学校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
作；德育处借助科普长廊、宣传展板及横幅营造
生命健康教育周活动氛围；各班利用班团活动、
黑板报等阵地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为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防灾减灾
安全科普知识及有关法律法规。

“安全常驻心中，生命更加精彩。”万市中学
校长沈小平表示，接下来学校将继续常态化开展
校园生命健康教育主题活动，进一步丰富活动内
容，创新活动形式，提高全校师生生命保护意识
和应对突发事件、自救互救、疏散救援能力，保障
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积极打造以“生命健康教
育”为特色的德育品牌。

礼源中学
组织中考誓师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周巧芬）5月9日，距离中考
39天，为激发全体初三学生的斗志，礼源中学组
织一场充满激情与梦想的中考誓师大会。

活动中，教师代表倪老师向同学们提出，要
树立奋斗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注意学习方法，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常怀感恩之心，努力拼搏，永
不言弃，以最佳的心理状态迎战中考，预祝同学
们中考取得优异成绩。

家长代表则通过微视频、语音传递给同学们
的信心和力量。

同学代表表示，三年的奋斗和积累，都是为
了圆梦。在关键的39天里，所有同学将以志存高
远的豪迈和破釜沉舟的决心，脚踏实地、争分夺
秒、勇往直前、铸造辉煌。

校长蒋凌斌将老师的谆谆教诲，家长的殷切
期盼，学生的慷慨激昂综合在一起，希望全体初
三毕业生进入最佳竞技状态，以最佳的状态迎接
中考的到来。

最后，全体同学起立并庄严宣誓：“挑战人生
是我们无悔的选择，决战中考是我们不懈的追
求。珍惜39天，让智慧闪光。拼搏39天，让斗志
昂扬，让梦想飞翔！”

新登镇小
组织收看庆祝共青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方明）5月10日上午，备受
关注的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登镇小组织全体少
先队员收看大会直播。

直播开始后，少先队辅导员组织少先队员在
教室收看直播；青年教师也纷纷利用手机或电脑
观看直播。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谢宇婷全程收看
大会后表示，作为一名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深感
责任重大，将继续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为
每一名少先队员播下红色种子，让红色基因绵
延传承，为新时代少先队员的人生打好坚实的
底色。

富春二小
废旧物品再生记

本报讯（通讯员 雷晓丽）为助力绿色杭州，助
力绿色亚运，近日，富春二小举行“废旧物品再生
记”为主题的劳动创意实践活动。

五一假期前，富春二小向一年级、二年级的
学生发出倡议，希望大家将低碳环保的绿色理念
践行在生活中，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改造身边的

“废旧物品”，设计出一件饱含亚运、杭州元素的
“亚运纪念品”，以此传达出绿色亚运、环保亚运
的理念。同学们响应倡议，在假期中纷纷巧手改
造身边的废旧物品。

大源镇小
举办校园足球班级联赛

本报讯（通讯员 董海权）五月的大源镇小校
园里，一群孩子正紧张地盯着足球场上的一举
一动，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三（1）班，
加油……”“三（3）班，加油……”，这是“双减”背
景下大源镇小校园足球班级联赛的现场。

看，赛场上比赛正酣，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
让。三（1）班门将开球，球随着一条弧线落在中
场位置，双方争夺非常激烈——三（1）班侯彦旭
带球从边路向底线突破，三（3）班金安阳毫不示
弱积极防守。三（1）班王灿扣球、拨球，摆脱对
方后卫，射门！可惜球踢飞了。此时此刻，赛
场上的你争我夺与观众席的呐喊声组成孩子们
最精彩的欢乐画面。小小足球，牵动着每一个
孩子的心，这就是大源镇小校园足球班级联赛
的魅力。

作为“2020年度杭州市优秀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大源镇小一直致力于校园足球运动，每年定
期开展校园足球班级联赛，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
校园足球运动，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文化，以球
育人，以球育德。“双减”背景下，大源镇小通过校
园足球班级联赛，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品德，提
高运动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孩
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大源二小
开展“青春园”教学比武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群华）为进一步强化师资
队伍建设，落实“双减”政策，扎实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大源镇第二小学举行“青春园”教学比武活动。

本次比赛由该校教导处和教育工会联合举
办，历时一个月，于5月9日结束。该校年龄在40
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全部报名参加。比赛按学科
分语文组、数学组、综合组3个大组进行，其中综合
组包括品德与社会、体育、劳技、英语等学科。

据悉，该校“青春园”教学比武活动每年一
次，已经连续举办13届，为年轻教师搭建一个很
好的平台，通过多年的实践，极大地提高青年
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有效促进青年教师的专业
成长。

1.一等奖：南新小学二（1）班苟语晨

2.一等奖：万市镇中心小学 一（1）班 谢辰轩

3.一等奖：万市镇中心小学 五（2）班 徐雯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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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进行时

万市中学开展生命健康教育周活动

打造“生命健康教育”特色德育品牌

创意“汉字画”助力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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