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军辉
郑朝霞）为更好地推进全市德
育基地项目建设，12 月 12 日，
丹阳市“校馆衔接”研学基地联
盟成立仪式在实验小学举行。
市文明办、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及城市规划馆、总前委旧址等
12家场馆负责人参加了成立仪
式。

活动中，与会人员听取了
实验小学关于项目建设情况的
介绍，为市“校馆衔接”研学基
地联盟揭牌,向学生代表授旗，
随后，档案馆、革命陈列馆的负
责人进行了表态发言，愿为全
市师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丹阳作为齐梁故里，拥有
南朝石刻、季子庙、万善塔等名

胜古迹，更建设了好人宣德馆、
革命陈列馆、城市规划馆等展
示场馆，为共同建设学生的第
二课堂，教育局与相关部门以

“校馆衔接”为抓手，由学校组

织孩子们走出校园，行走在各
具特色的“文化大课堂”里，逐
渐形成“文化自信、实践创新、
责任担当”的研学素养，促进学
生在行走的课堂中收获更多的

生命体悟、情感的交流和思想
的碰撞，同时也会促进文化的
传承、精神的孕育和品格的提
升。

“校馆衔接”研学基地联盟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界中宣）
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校
园文化氛围，打造和谐校园，12
月 8 日下午，界牌中学第 23 届
校园艺术节正式拉开了序幕。

本次艺术节，由班徽介绍、
校歌合唱和才艺展示三个部分
组成。

班徽是班级文化的核心标
志，班徽的设计有利于营造温
馨的班级文化氛围，增强班级
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活动开
始，各班级代表声情并茂地解

说了本班班徽图案的构成和寓
意，那一个个充满想象力和创
造力的作品展现在我们眼前，
或简约明了、或神秘多彩、或
热情洋溢、或寓意深刻，展现
了各班级的特色和风采。

校歌是一个学校的精神标
志，能培养学生的爱校情感和
归属感。学生们饱满的精神状
态、整齐漂亮的服装，优美的旋
律令在场的同学们激情澎湃。
他们用一曲曲高亢嘹亮的校歌
唱出了中学生的朝气和心声。
校歌比赛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学生们在比赛中尽情地展示着
自我风采和青春活力。

充满青春活力的舞台，展
示着学生的风采。各班同学统
一着装，精心准备，精彩幽默的
小品，激情炫丽的舞蹈，点燃了
整个舞台，诠释出最富活力的
青春姿态，让师生们如痴如醉，
赢得了台下阵阵喝彩声。

本届艺术节形式新颖，场
面热烈，展现了同学们的风华
正茂，演绎着同学们的青春美
好，更是界牌中学“做有记忆的
教育”办学理念的最好呈现。

界牌中学
举办第二十三届校园艺术节

实验学校开展国家公
祭日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徐林鹏）
12 月 13 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为了增强学生们的
爱国主义情怀，让他们了解祖国
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激发他们
珍爱和平、幸福生活的热情，实验
学校开展了公祭日主题教育活
动，通过广播会专题教育、收看中
央电视台公祭日现场直播、组织
讨论交流等活动，加强对学生的
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生“勿忘历
史，珍爱和平”,为振兴中华而努
力读书，为伟大的中国梦而奋发
自强！

教育工会召开七届三
次全委（扩大）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军辉
方利东）12月 8日下午，丹阳市教
育工会召开七届三次全委（扩大）
会议。会议替补了工会委员、经
审委员，选举张文华为新一届工
会主席、方利东为工会副主席。
会议由教育局组宣科科长严国忠
主持。

教育局副局长、新当选的工
会主席张文华在会议上指出，教
育工会工作是局机关党建的重要
组成部分，新一届工会委员们一
定要以服务、服从教育工作大局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法维护
职工的合法权益，关心爱护教职
员工，积极开展寓教于乐、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努力开
创全市教育工会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通讯员 葛文娟
薛洪庆）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了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感，牢记历史，勿忘
国耻，12月 13日上午，里庄中心
小学在全体师生中开展了以“勿
忘国耻，振兴中华”为主题的教
育活动。

首先，各班班主任在班内向
学生们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历
史真相，告诫全体学生牢记历
史，勿忘国耻，同时组织学生学
习了《关于国家公祭日，我们应
该知道的事情》，学生知道了公
祭日的由来；上午 10时，组织学
生准时观看了南京大屠杀公祭
日现场直播。 教 室 里 同 直
播现场同步，当庄严的国歌声在
教室响起后，学生们一起默哀 1
分钟，沉重悼念所有惨遭日本侵
略者杀戮的死难者们，缅怀为抗
日战争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
民族英雄。直播结束之后，各班
开展了“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为
主题的学生演讲活动。

本次教育活动的开展，让学
生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的同时，也更坚定了珍爱和
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
力学习的决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书保）
为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努力
营造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温馨
和谐的班级文化氛围，力争“使
每一面墙都会说话，让每处环
境都能育人”，给学生创造一个
理想的成长和学习环境，近日，
珥陵初中组织了班级文化建设
评比活动。

走进窗明几净的教室，就

可以看到展示了班级个性的文
化墙。这面墙不仅有班级共同
制定的奋斗目标、班主任寄语、
精彩的学生作品，还有丰富多
彩的班级活动展示等。班级内
整体布置合理优雅，图书角温
馨实用，团队风采展示设计合
理、班级物品摆放整齐有序，绿
色盆栽生机盎然，墙面设计个
性新颖。

此次活动不仅美化了师生
的学习环境，营造了班级良好
的文化氛围，还培养了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审美情趣，增强了
集体凝聚力，提升了班级的文
化品位

这是珥陵初中德育管理中
迈出的一小步，却又是珥陵初
中德育思路上前进的一大步。

陕西富平县教育考察团
来丹对口交流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军辉）
近日，陕西省富平县教育考察团
来到丹阳开展对口交流活动。考
察组一行走进教师发展中心详细
了解了互联网环境下智慧教育的
建设情况，观摩学校“智慧教室”
的课堂展示，对南师大与丹阳合
作开发的“学正宝”智慧教育学习
平台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希望能
加强合作开展实验，为教师减负，
为学生提效。随后，考察组还与
丹阳教育局及相关学校就深入交
流合作进行了座谈，并走进学校
进行跟岗学习交流。

据悉，富平县位于陕西省关
中平原中北部，属大西安经济圈
规划范围，是关中连接渭北、通往
西北乃至西亚的重要枢纽。2017
年8月，丹阳、富平两地教育部门
签署了《丹阳市与富平县教育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在教师
交流学习、对口培训等多方面深
入交流合作。

云南职教代表考察团
来丹参观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 占
少志）12月13日下午，云南省普洱
市职教代表团一行26人来到丹阳，
就苏滇合作项目进行讨论交流。

据悉，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
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从
2017年起到 2020年止，镇江市与
普洱市合作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
作行动计划，招录建档立卡家庭子
女、“两后生”到镇江接收优质中等
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分为 0+3和
2+1两种形式。丹阳市教育局协
调各方力量，于12月12日上午，云
南省普洱市新生开班仪式在丹阳
中专顺利举行，共有高级酒店运行
与管理、计算机网络技术、汽车运
行与维修、会计四个专业参与合
作，并全力做好保障工作，确保教
育教学任务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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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老师，你看我捏的
这个像不像大蘑菇？”是什么
让小记者张冯宇“捧在手里怕
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如此宝
贝又兴奋？“老师，你看我捏的
小猪，是绿色的呢……”是什
么让一向活泼好动的小记者
耿卓言安静地“坐”了半个多
小时，并且还能“奇思妙想”？
原来，12月 10日，丹阳日报的
小记者与爸爸妈妈们组成的
亲子团三四十人走进“童画今
天”丹阳八佰伴店，在“天马行
空”的“童画”艺术世界，上了
一堂“超轻粘土”DIY课程。

彩陶、橡皮泥等手工制作
大家已经不陌生，但这新鲜有
趣的“超轻粘土”又是什么
呢？据“童画今天”老师告诉
小编，“超轻粘土”是近几年比
较流行的一种无毒，不粘手，
容易风干成型的手工制作材
料，可谓“创新改变了我们的
想象力”——小编那个年代，
说到捏小人等手工，市面上只
有橡皮泥，要么就是真泥巴
了，这般新颖的“超轻粘土”恐
怕很多85后都没怎么见过，相
比味道极大的传统橡皮泥，这
种手工材料确实更易揉捏更
易塑形，其安全、无毒、环保的
第一要素也更让家长们放心
……“童画”老师又告诉小编，
像这样的“超轻粘土”DIY 课
堂不仅训练孩子们的动手操
作能力，也培养着他们的思维
转换能力、创新开拓能力，而
且此次又是“亲子课堂”，爸爸
妈妈参与进来更能带动孩子
们的好胜心与积极性，对亲子
关系的融合融洽也是一种无形

“助推”。
果不其然！活动还未开

始，大家似乎都有点“急不可
耐”，有的小记者拿起道具摆
弄，有的盯着粘土成品仿佛“口
水都要滴下来了”，一些家长也
拿起粘土闻闻嗅嗅研究半天
……“欢迎丹阳日报的小记者
和家长们来到‘童画今天’做客
……”“童画”的王永生校长首
先讲解了超轻粘土的特性和基
本技法，“竞争”是本次活动王
校长给小记者们提出的要求
——王校长拿出一块已经制作
好的粘土“海平面”并下达了

“号令”，“每位小记者充分发挥
想象力捏出作品丰富我们的

‘海平面’，活动结束时，我们的
艺术老师将选出10个优秀作品
对其个人进行奖励！”王校长话
刚落音，小记者们和家长们立
刻三个一堆五个一群投入“比
赛状态”——其实是“玩得不亦
乐乎”，你看他们一个个：或是
向老师请教或是单独思考制作
构想及色彩搭配，手速快的或
是相互比较成果作品或是拉着
自己爸爸妈妈要求点评；在场
的家长们也没闲着，快速动用

“最现代”设备手机现场“度
娘”复杂作品的分解步骤；在
活动室的那一角，光秃秃的

“海平面”亦静静地等着、听
着、看着即将到来的各种未
知“海洋作品”——“啊，我缺白
色的粘土！”“我这有，拿着！”“你
这双手……真是‘神奇’，还是
我帮你揉吧……”时间一分一
秒过去，离王校长规定的竞赛
截止时间点越来越近了，30多
份或精美或奇妙的作品已陆续

“华丽诞生”，蔚蓝的“海平面”被
满满“充盈”着：有小记者王妍
制作的迷你小章鱼、有小记者
丁羽制作的含蓄美人鱼，有小
记者徐凌六制作的喷着水的蓝
鲸，而“海岸”上居然出现了巨
型恐龙，还有比海边山丘还大
的“蜗牛”，咦？呆萌的“小黄人”
也来沙滩玩耍……

“真是精彩无限啊！”“孩子
们的想象力太了不起了！”“没
想到我家那熊孩子还有这么细
心的动手能力……”家长们纷
纷掏出手机拍照留念又PO上
朋友圈……在小编的印象里，
在我们丹阳日报所有小记者活
动中亲子活动所占比重大约为
1:3，虽然次数并不是很多，但每
参加一次活动家长们的所思所
悟比单纯的孩子们多得多：多
数家长白天忙于工作晚上痴迷
手机，对长大中的孩子日渐“丧
失”关注亦无从关注，而我们的
亲子活动正是“尽我们可能”为
某些已近“畸形”的亲子关系提
供着“隐性”修正的机会与平台
——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仅放心
送孩子们过来，自己亦积极参
与进来；在一次次协作活动中
家长们看到自己孩子的“未知
之美”，从而对自己孩子有了新
的了解和认知——家长们惊喜
于这种“看到”，他们也愿意看
到“更多”。

缤纷缤纷““海平面海平面””尽在尽在““我手中我手中””
嘿嘿，，小记者超轻粘土小记者超轻粘土DIDIYY““童画童画””课堂开课啦课堂开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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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庄中心校开展
国家公祭日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