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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唐婉）开学期间，全
市各学校陆续召开起始年
级家长全员培训会，市教育
局派出 31名责任督学分赴
64所中小学（幼儿园）进行
专题宣讲，先集体培训，后
分班级辅导，覆盖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起
始年级，2万多名新生家长
参培。

培训中，各学校及教育
局宣讲人员认真解读《教育
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
的指导意见》，引导家长充
分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意
义。向家长介绍学校的发
展历史、办学思想、办学理
念等，就新学期工作安排、
师资配备及家长关心的问
题进行解答，提升家长对学
校发展的信心。同时积极
向家长传达《关于开展教师
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
礼金等行为专项治理的实
施方案》精神，呼吁建立健
康纯洁的家校关系，营造风

清气正的教育生态。通过
培训帮助家长了解和掌握
孩子不同年龄段的生理、心
理特点，重视抓好学段衔
接。

近年来，市教育局高度
重视家庭教育工作。去年
初依托全市家长学校总校，
新开辟“家庭教育大讲堂”，
围绕家长普遍关心的教育
热点问题每月举办公益讲
座，先后组织开展十五期系
列讲座，15000 多人次参与
现场活动。此外，常态化开
展新生家长全员培训、教师
全员家访及各类家教评比
活动，努力建立全方位、立
体化的家校沟通网络，为家
校联动打下坚实有力的基
础。今年，为进一步密切家
校联系，帮助家长更新家庭
教育观念，改进家庭教育方
法，市教育局要求全市各学
校组织召开起始年级学生
家长培训会，全面推进家校
协同育人，深化家校合作。

我市开展起始年级
家长全员培训

暑假，我随游学团队来到了
杭州。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
有苏杭”，杭州早已闻名于世，这
次是我第一次身临其境，零距离
领略她的韵味和灵性。

来 杭 州 ，其 它 地 方 可 以 不
去，但是西湖必须来看一看，来
杭州游西湖是我早已向往的事
情。许多文人墨客都曾流连于
此，留下很多传世佳句。比如，
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
浓抹总相宜。”是啊，夏天的西湖
不仅湖水很美，湖里的荷花就更
美了。看，那盛开的荷花花瓣，

红里透白，润泽透明，娇嫩欲滴，
多 么 像 一 位 亭 亭 玉 立 的 少 女
啊！湖里的小鱼躲在荷叶下游
来游去，尽情撒欢，像在水里玩
捉迷藏呢！

登上游船，深入其中。湖面
上水波不兴，游船像在一面玻璃
上滑行，泛起粼粼水波，又像丝

绸 缎 面 上 的 纹 路 那 样 光 滑 细
腻。凭栏远眺，颜色一点深似一
点，渐渐变成了深绿色；仰望天
空，云朵悠然飘动；低视湖心，另
有一个天空云影在水中徘徊，两
岸的峰峦倒映在湖里，情意缱绻
地伴送着游客。湖边的杨柳是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柳垂下美

丽的“秀发”，在微风的吹拂下，
“秀发”轻轻扬起。不少少女穿
着汉服，撑着油纸伞，依托着湖
边美景拍照留影。远处的苏堤
横卧在两岸之间，游船轻轻穿过
桥洞，十分优雅自然。

这次西湖之旅，让我体会到
西湖的美在于她的绿，她的柔，
她的静。西湖，你的美貌打动了
我！

指导老师：王卫东

游 西 湖
市实验小学608 班 卢一玮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员 鲍华
俊 文/摄）9月 9日下午，市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举行第35个教师节庆祝活
动。

“讲述学校故事，共铸实小精神”
环节，王盛英、吉鸿林、陈宝林等10
名实小见证者上台作交流发言。他
们的讲述传达了新时代新实小的时
代担当，表达了共创有温度的学校、
共做有态度的教师、共育有靓度的

学生的信心和决心。
表彰是庆祝活动最重要的一个

环节。实小教育集团对评选出的
红兰校区三年级数学教研组、集团
毕业班教师团队等十佳优秀团队，
刘晓梅、丁静、陈丽平等十佳班主
任，实小惠阳路分校新建工程基建
团队的特别贡献奖，进行集中表
彰。

“我宣誓：忠于党和人民的教育

事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热爱
学生，为人师表；依法执教，教书育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
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在特别设置的

“教师宣誓”环节，全体教师的誓词
响彻会场。

新的征程，新的故事。市实小
教育集团负责人王泽海向全体教职
员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到表彰

的优秀团队和优秀教师表示热烈的
祝贺。他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标“四有好
老师”及加快打造有温度、有态度、
有靓度的省级知名实小的办学目
标，对集团教育工作提出新要求。
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思路，
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集团
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以优异成
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市实验小学举行第35个教师节庆祝活动

丑小鸭丑小鸭

“红 旗 高 举 ，飞 出 深 深 串 场
河，鼓击春雷，惊破烟波远远回，
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
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

响彻耳畔的进行曲，令人热
血沸腾。临近去操场，老师对其
他运动员嘱咐完毕，又不忘微笑
着跟我说：“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太多的包袱。”老师说。

那一刻，阳光斜照进教室，我
只觉得心里暖暖的，竟轻松了许
多。

比 赛 一 直 在 有 条 不 紊 地 进
行，老师奔波于班级所在地与各
赛场之间。“请跳远运动员赶快到
沙坑旁集中！”这，是我的比赛项
目！小学生涯的最后一次比赛
了！我的手不由攥得紧紧的。

阳光躲进云层，天变得阴沉
沉的。前面几位同学都跳出了两
米多，一旁的女生不时发出阵阵
惊叫。我等待着最后一个上场，
脸上强颜欢笑，腿却已在打颤。

这时，老师来了，也轮到我上
场了！

长舒一口气，我故作镇定地

走到起跳线上，甩臂，蓄力，几次
要跳出去，却又始终被钉在原地，
手心里已沁出满满的汗。不由自
主地，我望向老师，老师冲我一
笑，挥了挥拳：“加油！”

太阳照到我的脸上，一切都
是那么亮堂，我奋力一跃，阳光似
乎灌满了胸膛。起跳似大鹏展
翅，落地如燕子拂水。2 米 3！“冠
军产生！”裁判兴奋地宣布。

掌 声 如 雷 ，喝 彩 声 不 绝 于
耳，我又情不自禁地望向老师。
老师笑着冲我扬扬眉，竖起大拇
指……

此时此刻，阳光暖暖的，如棉
絮，如和风。亲爱的老师，这阳光
多像您的微笑……

阳光暖暖的，就像你
姜堰励才实验学校七（30）班 费梓铖

有人说“好奇心害死猫”！
我很好奇，好奇心怎么害死猫
呢？我也搞不明白。

这 天 清 晨 ，我 来 到 路 上 散
步，忽然看到一只黑白的小肥猫
也出来散步了。走了一会儿，那
只肥猫看看我，绕到路边的树后
去 了 ，我 停 下 来 看 它 干 什 么 ，
啊！它竟然躺下来闭上眼睡觉
了，哈，这是只大懒猫！我看它
胖嘟嘟的样子，就想逗逗它，一
大早还想舒服地睡觉，没门！我
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而且从来
都是想到了什么，就一定要去做
的！

我慢慢走过去，拾起地上一
根小树枝，准备轻轻地撩撩这只

花猫的胡子，可不小心踩到了它
的尾巴！那只猫睁眼看到我，只
听到“喵！”地一声尖叫，毛竖起
来了，眼睛瞪得溜圆，嘴也张大
了，对着我的腿就咬过来了，我
感到自己处于万分危险之中，为
了躲避，我狂跑起来。我绕着我
家的房子跑了许多圈，我都要累
死了，而那只猫却紧紧追着我，
怎么跑都不累！

我决定，赶紧回屋！关门！
刚关好门，花肥猫就到了门口，

不停地抓门，“啊呜啊呜”地叫
着，过了一会，外面的动静小了
很多，我决定找一根棍子把猫吓
走，我很快就找到了，我给它命
名为“吓猫一号”！

我打开门，看到小猫还在门
口，闭着眼睛一打，没想到竟然
打到小猫了。小猫闭上眼睛，永
远地睡去了。“好奇心害死猫”
啊！

好 奇 心 真 的 这 样 害 死 猫
吗？其实以上只是我编的一个

故事。哈哈！好奇心不会害死
猫的！小猫那么可爱，怎么能伤
害它呢？对这个世界，尽管好奇
吧，但是要注意自己和别人的安
全哦！

教师点评：
爱因斯坦说：“我没有特别

的天才，只有强烈的好奇心。永
远保持好奇心的人是永远进步
的人。”这篇习作语言幽默，流畅
自然，构思巧妙，充满情趣，一个
活泼灵动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指导老师 邹建龙

好奇心原来这样害死猫！
东台镇海丰小学601 班 蒋林锁

本报讯（章丽彬）日前，第二届
“九州杯”全国研学实践课程交流会
在江西省上饶市世界自然遗产、世
界地质公园三清山落下帷幕。来自
全国40多所学校的21支代表队，共
评选出研学大赛高中学段个人一等
奖 18 名、二等奖 27 名、三等奖 44
名，研学大赛优秀团队奖13个。东
台中学参赛的两支队伍获得优秀团
队奖，高二（1）班周冉、高二（6）班梅
欣雨、高二（18）班陈泽获得一等奖，
高二（19）班杨晓洋获得“最佳风采
奖”。另外，该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领队教科处副主任胥照方、团委副
书记陈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称
号。这是东台中学第一次组织学生

参加研学旅行活动取得的可喜成
绩。

教育部对中小学开展研学旅行
高度重视，早在2014年３月就下发
相关通知，强调开展研学旅行是深
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途径，
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研学
旅行融社会调查、参观访问、亲身体
验、资料搜集、专家点评、同伴互助、
文字总结等为一体，着力培养学生
的生活技能、集体观念、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努力使学生养成自理自
立、文明礼貌、互勉互助、吃苦耐劳、
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增进
对自然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增强
社会责任感。

本届“九州杯”全国研学实践课
程交流会由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研究院、《中学地理教学参考》编辑
部、《中学生物教学》编辑部、《中学语
文教学参考》编辑部主办。活动内容
分为讲座笔试和实践考察与汇报答
辩两大部分。专家们从旅游资源调
查、确定研学基地、厘清研学旅行的
分类、研学课程教材编写以及三清山
的科学价值等方面为大家作了精彩
的讲座。1小时的闭卷考试，试题开
放程度高，主要考查研学旅行基础知
识和相关学科在户外实践中的应用，
考查学生在实践中的感悟、总结和综
合分析能力。在实践考察中，东台中
学16名学生分成两个小组，分别以

三清山道教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
为主题进行现场研究和调查。在成
果汇报阶段，17个参赛队分两个赛场
进行。每队1至3人宣讲15分钟，其
他队员补充，然后评委提问、队员答
辩5分钟。这对学生的语言表达及临
场应变能力有极高的要求。东台中
学参赛选手机智应对，展示了较好的
研究展示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5
位研学活动突出的指导教师和机构
受邀在会上进行交流，东台中学胥照
方以“星光文学社”的实践活动为例，
以《发挥语文学科在中小学研学实践
活动中的引领作用》为题，介绍了该
校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的情况，受到了
好评。

东台中学学生在全国研学大赛中获佳绩

单 璋

又到幼儿园开学季，家长和孩子
最头疼和烦心的就是刚刚入园的孩
子哭闹着不想进幼儿园了，很多家
长都在千方百计让孩子爱上幼儿
园。

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快速地爱
上幼儿园呢？在幼儿教育实践中，
我觉得家长和孩子不妨一起读一读
《我爱幼儿园》绘本。

《我爱幼儿园》绘本是法国著名
童书画家、多项国际童书奖得主塞
尔日·布洛克的经典作品，书中用简
单的线条，勾勒出小莱昂对幼儿园

的真实细腻的情感，能够唤起孩子
们对幼儿园的憧憬与向往。

书中的第一句就是：“以前，我上
的是托儿所。但现在，我已经长大
了，我甚至有了一位老师，她像公主
一样有着长长的头发。我上学啦。
我上的是幼——儿——园！”小莱昂
如此欢快的宣言，那是不是他在那
一天就快乐得手舞足蹈呢？

其实不然，小莱昂入园的第一
天，和很多孩子们一样，他起不来
床，感觉幼儿园很恐怖，还认为自己
要被爸爸妈妈卖掉了。后来，小莱
昂爱上了幼儿园，爱上了琳娜老师，
爱上了小伙伴们。他也学会了挂外

套、不打架、分享玩具、照顾自己，会
很多很多儿歌。

这本绘本里，最令我捧腹的一
段是：小莱昂放学了，对妈妈说：

“妈妈，你瞧，我上完学了，以后不
用再来了。”妈妈回答小莱昂说，以
后每天早上都要上学。小莱昂心
里大叫，原来每天都要开学呀！这
时候的小莱昂还分不清开学与上
学。

这册绘本很像幼儿园的说明书，
作者用一个邻家小孩子的故事，来
唤起孩子们的心理共鸣，减少他们
的焦虑，释放对幼儿园抵触情绪，让
他们真正认识幼儿园。在小莱昂的

自述过程中，他详细地介绍了幼儿
园的各种细节：开学日，入园印象，
孩子们的哭闹，幼儿园的一日生活，
幼儿园活动，老师和同班的小伙伴
以及幼儿园不能做的事。

也许，读过这本绘本之后，在孩
子们入园的的那一天，还是会忍不
住地哭泣，这天的泪水不是阻挡孩
子们的泪水，而是像雏鹰展翅的那
一跃，纵然万分舍不得，但可以让孩
子们坚定往前。

正如小莱昂所说：“在幼儿园里，
我有许多朋友。有时我会哭，有时
我会笑。在幼儿园里，我长大了。”

用绘本让孩子爱上幼儿园

本报讯（倪永斌 吴俊
霞 朱霆）梁垛镇小学强化
安全责任意识，重视抓实师
生安全知识和保护生命教
育，9月6日，在开学第一周
就组织全体师生开展了一
场消防演练活动。

在演练过程中，全校师
生按照统一指令，迅速有序
地撤到指定地点，没有发生
拥挤、抢先等不安全现象。

学生们在亲身体验中感受
到生命的珍贵，学到了消防
知识和逃生技能，对火灾危
险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活动结束后，各班级召
开“重视安全，珍爱生命”主
题班会，进一步强化消防安
全和逃生技能教育，做到防
患于未然，筑牢学校安全防
线，为创建盐城市平安校园
示范校夯实基础。

梁垛镇小学：

开展消防演练创平安校园

本报讯（李国林 朱霆）为
了帮助语文教师及时更新教
学理念，解决使用统编教材的
困惑，从而更好地把握新教材
的编写思路、教材结构、选文
特点以及教学衔接要点，9月
6日，梁垛镇台南小学举行语
文教师新教材培训会。

培训主要从教材设计理
念的提升、教材结构的更
新、教材选文的取向、教学
过程的建议、新旧教材衔接
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讲
解。大家就教学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针对
性的意见，展开了面对面的

研讨互动，畅所欲言、各抒
己见。

在一次次思维的碰撞
中，大家对统编教材的教学
充满了信心和期待。接着
全体教师一起观摩了视频
展示课《书戴嵩画牛》，对小
古文的教学模式有了直观
的了解，为更好地服务于课
堂教学增加了知识储备。

通过这次培训，大家对
统编教材有了更全面、更系
统的认识，为使用好新教材
和切实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台南小学：

进行统编语文教材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