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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绿茵 逐梦足球

区小学生足球比赛顺利落幕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林泽
万众瞩目的 2022 世界杯已经开赛，球迷们的热
情早已感染全球。而在富阳，11 月 23 日，为期 6 天
的“永隆杯”富阳区第十三届小学生足球比赛顺利
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分为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和女子组 3
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区 23 个学校的 39 支代表队近
340 名运动员参与角逐。抢断、奔跑、带球、传球、射
门、扑救……赛场上，小球员们敢打敢拼，你来我
往，互有攻守，充分展示各自的精彩球技，用激情与
汗水同享世界杯的火热与快乐，为自己的球队奋力
拼搏。赛场外，观众的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心情
随着足球的滚动而此起彼伏。
“我从小就喜欢踢足球，足球使我快乐。入选
校队后，和小伙伴们每天坚持训练，很高兴能够获
得这次冠军。”春江中小校队男子甲组队长毕博文
说，他也是本届比赛的最佳球员之一，梦想是未来
能够加入国家队，为国争光。
最终，经过 81 场比赛的激烈争夺，春江中小、富
春三小分获男子甲组的冠亚军，实验小学、银湖实
验小学分获男子乙组的冠亚军，春江中小、东洲中

小分获女子组的冠亚军；春江中小、常安镇小、东洲
中小获本届比赛道德风尚奖；戴伟、胡红春等 6 位教
练被评为优秀教练员；王旭洋、毕博文、王想玉、王
羽涵等 24 名队员被评为最佳球员；三位裁判员被评
为优秀裁判员。
近年来，富阳高度重视校园足球工作，大力支
持校园足球发展，有力推进“双减”政策落实，深入
贯彻体教融合。从第一届的几所学校 10 几支队伍
参加到如今的 23 所学校 39 支队伍，校园足球已在富
阳开展得如火如荼，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富阳有 9
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9 所浙江省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
16 所杭州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在这过程中，区教育局和各校也不断探索校园
足球发展模式，从原先仅靠学校教师带队训练的单
一模式，逐渐丰富为学校招聘有足球特长教师入
职、聘请优秀足球人才来校执教、与各俱乐部合作
训练等多种运作模式共存的多元化发展局面，让小
球员们接受更专业、更系统、更全面的训练，为富阳
校园足球的进一步深化推进积累丰富经验。本届
比赛中，各支球队都稳定发挥，小球员们的技战水
平和战术素养相比前几届都有稳步提升，各队之间
的实力对比也趋向均衡。

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

简讯

区青少年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竞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杨艺超）为切实保
障广大师生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进一步增强师生的安
全意识，熟练掌握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11 月 17 日，
区教育局、区红十字会在区职教中心联合举办 2022 年
青少年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竞赛。
本次竞赛倡导“让全区每一所中小学都参与”的
理念，坚持自护和救护、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根
据不同年龄段的特点组织比赛，分为小学组与中学
组，共 52 支队伍、235 名学生参赛。小学组每队由 4 名
成员分别参加头部止血、异物包扎、骨折固定等三个
项目比赛。中学组每队由 5 名队员分别参加心肺复
苏、头部止血、异物包扎、骨折固定等四个项目比赛。

校学生会纳新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可以帮助您吗？”比赛中，
参赛选手们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动作规范、分秒必
争，按照应急救治操作步骤，熟练运用学习到的急救
护理技术展开救治，成功救治“患者”，展现出过硬的
急救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江丰小学、新登镇小等 12
支代表队分别获得小学组一二三等奖，场口镇中学、
银湖中学等 10 支代表队分别获得初中组一二三等
奖，职教中心等 5 支代表队分别获得高中组一二三等
奖。据了解，自 2008 年起，富阳坚持每年举办青少年
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竞赛，
至今已有 14 届。

探索“提质强校”有效实施路径

礼源中学承办初高中教学线管理人员业务培训活动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周巧芬）为扎实推
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星城范例，促进
城乡优质教育均衡，推进“教育共富”富阳实践，研究
“提质强校”的有效实施路径，11 月 22 日，由区教育
局、教研中心主办、礼源中学承办的全区初高中教学
线管理人员业务培训活动举行。
鉴于学情，礼源中学校长蒋凌斌向与会者作“提
质强校·基于班组文化的小组合作教学项目”介绍。
礼源中学以小组合作文化建设为基础，以小组合作
学习为核心的学生自主管理体系和自我教育体系，
摸索“在学中思，在思中做”的教学实践。通过实施
课改，重组校本教学资源，更新了教师教育观念，学
生的精神面貌有了可喜变化，能力有了明显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也连年稳步提升。
在班组文化展示活动中，礼源中学七年级分别
展示组名、组歌、组花、组徽等小组文化元素，孩子们
落落大方、自信阳光的表现，获得与会者阵阵热烈掌
声，受到与会各校教学线管理人员的一致肯定。他
们深感礼源中学对孩子们的关怀关爱，贯穿在日常

“教育共富”富阳答卷

教学中，也渗透在校园角角落落的细节中，努力做到
接地气地关注学生、爱护学生、发展学生。
在课堂展示阶段，礼源中学语文老师郑君龙和
数学老师倪琦珍开设两堂公开课。两位老师以小组

合作为课堂范式，设置课前预学、课中合学、研学三
个环节，整课堂始终围绕小组合作与小组交流这条
主线推进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在
不断交流、互助中进行新知的生成和疑难点的突
破。课后，与会教师们交流讨论，对本节课进行系统
点评，指出本节课的优点与不足，对于本节课的内容
也是越辩越明，
越辩越深。
下午，原杭州市教研室主任、特级教师曹宝龙向
全体参训教师作“基础教育的几个关键问题解释”报
告。他从什么是学习、知识的分类与教学、教学一致
性的教学设计、理解性教学的课堂教学行为转化等
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强调将新课程标准理念在日常
教学中贯彻好，需要在落实好陈述性知识的基础上，
挖掘知识背后蕴含的程序性和价值性，更要注重课
程关联，建立与学生经验的联系、知识间的联系、与
社会生活的联系，
注重理解性教学的应用。
区教研中心相关负责人为本次培训活动作总
结。他鼓励参训的教学线管理人员一定要带好头，
做好新课程标准、核心素养落地的先行者和推动者。

本报讯（通讯员 郑晓华）11 月 24 日，
午饭过后的鹿山中学校园热闹非凡，走
近一看，原来是学校学生会在纳新。志
愿者们积极向前来报名的同学讲解自己
熟悉的工作，
引来大批七年级学生报名。
七（6）班的陈延同学成绩优异，一直
担任班级班长、副班长职务，小学时还担
任过大队干部。他看到报名活动后果断
地领取申报表，打算申报纪检部，希望为
鹿山中学的纪律工作出自己的一份力。
学生会纪检部成员八（8）班梁传丽
正在认真地为前来报名的同学介绍有关
学生会工作，当被问及如何能将这份工
作做得更好时，她说会站在公正的角度
对待每一个班级、每一位学生，同时，合
理地安排好自己的学习与学生会工作，
能够全方位锻炼自己的能力。
据了解，鹿山中学一直推崇自主管
理的理念，让学生管理学生、管理自己。
在学生会的管理过程中，学生的综合能
力得到提高，德育处、团委各项工作有条
不紊的开展。

富春四小

举办劳动技能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沈燕芬）为全面提
高学生劳动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
日，富春四小举行一年一度劳动技能比
赛。全校学生纷纷加入本次比赛，大家
经过课内实践、课外练习，在班级初赛
中，展现了自己的劳动风采，
最终共有 43
名同学进入校级决赛，
争当劳动小达人。
低段同学的比赛项目是整理书包、
系鞋带和系红领巾，中段同学的比赛项
目是剥毛豆和剥鹌鹑蛋，高段同学的比
赛项目是包水饺和缝纽扣。本次大赛
中，同学们积极参与，努力发掘自身能
力，一起分享劳动成果，各年段评出劳动
小达人若干名。

高桥幼儿园

区域话“双减”互鉴共享提质

郁达夫中学开展跨区域教共体交流活动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骆洪祥）为进一步
深化“双减”政策落地落实，促进跨地区教共体校际交
流，实现区域合作共赢，11 月 18 日，缙云县实验中学
考察团队来到郁达夫中学教育集团，开展区域校际的
交流与学习。
活动分两组，一组先集体观摩达夫校区语文英语
两门学科的集体备课。缙云县实验中学的老师们分
学科下沉到郁达夫中学达夫校区各年级段备课组，双
方就“三备”
（备学生、备课标、备内容）、分层教学、学
生积极性调动及师生互助合作等方面问题进行坦诚
深入的交流。
随后的座谈会上，郁达夫中学教育集团执行校长
王双作题为《落实常规 精细管理》的汇报交流，向缙
云县同仁介绍集团办学情况及特色，并从教学常规管
理、教师培养、校本研修、学生学习习惯和校园节日等
几个方面的问题全面细致分享学校的一些尝试和做
法。她表示，郁达夫中学教育集团一直致力于全面落
实双减政策，加强教学管理；规范教学行为，提升教师
业务水平；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努力提高全体学习加
强教学管理；规范教学行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

鹿山中学

篮球队交流

集体备课

全体学生的核心素养。
与此同时，缙云县实验中学另一组师生则来到文
豪校区，观摩郁达夫中学体育老师胡杰的展示课《行
进间单手肩上投篮》。胡老师采用讲解、示范、动作分
解、分组挑战以及游戏的教学方法，整堂课行云流水，
课程内容循序渐进，
操作性强，
学生易上手。
以球会友，以赛传谊。听课结束后，两校男子篮

球队友谊赛激情开战。赛场上，大家积极拼搏、挥汗
如雨，穿插跑位、传切快攻等频显身手，精彩攻防不断
上演。
互鉴共享谋发展，凝心聚力谱新篇。接下来，两
校将以此为契机，建立健全共享共建机制，开展深层
次多领域合作，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促进彼此协同发
展。

开展教师教学展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静）为促进优质
教育均衡发展，推进两地优势互补，实现
教育共富，11 月 18 日，高桥幼儿园开展
主题为“富阳—德格 两地三方共创教育
共富”教师教学展示活动，促进跟岗教
师、实习教师专业成长，为年轻教师搭建
一个相互交流、合作、探究的平台。
本次活动共有 6 位教师进行教学展
示，6 位教师分别来自四川德格、高桥幼
儿园和杭州职业科技学院。老师们充分
准备，精心设计，充分注重以幼儿为主
体，创设有趣的教学情境，吸引孩子们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主动探究，展现一堂
堂精彩纷呈的活动课。其中，在崩秋老
师指教的《戴上最美的哈达》活动中，孩
子们在载歌载舞中感受藏族文化；在钱
律老师的水墨画中，孩子们大胆挥墨，感
受水墨带来的乐趣；在陈婷老师的活动
中，
孩子们玩转篮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