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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前沿育前沿

教育快讯教育快讯

本报讯（记者 菀滢 通讯
员 教宣 朱志国）为切实加强
新形势下初中团队衔接工
作，日前，我市少先队建队
示范活动在华南实验学校举
行。镇江及我市团市委、市
教育局以及各学校教师代表
参与活动。

活动中，华南实验学校
初中部大队辅导员宣读了七
年级新队员名单，22名学生
代表上台举行了换巾仪式，
并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
全体队员重温了入队誓词。
紧接着，各班中队长上台领
中队旗，并给各班辅导员颁
发了聘书，宣读了学校积分
入团方案。

华校学子还现场表演了
《成长的足迹》主题沙画，朗诵
了铿锵有力的《少年中国说》，
动感中队带来了武术、小创

客、墨梅等形式丰富多彩的表
演，合唱队现场演唱《我的青
春我的梦想》，用歌声为青春
呐喊，用音符为梦想加油！

新时代的少先队员，肩负
着光荣的使命，承载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托。举办此
次活动，旨在提升少先队活动
的规范性，让少先队员们更有
入队的仪式感和获得感，时时
激励自己当好少先队员的排
头兵，为星星火炬增添新的光
芒。进一步勉励全体少先队
员要牢记少先队光荣历史，牢
记党中央的谆谆教诲，认真学
习习总书记“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
造”的要求，努力做到听党话、
跟党走，努力养成好思想、好
品行、好习惯。同时，全市各
级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和广大
团队工作者，也将通过此次活
动站上“党之大计，国之大计”
的高度，精心组织各项活
动，多措并举推动全市少先
队改革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朱山红）近
日，由我市图书馆、南京如一乐乎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
了正则小学，为那里的孩子们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讲京剧·绘脸
谱”课。在寓教于乐的课堂上，孩
子们对京剧及京剧脸谱有了更进
一步的了解。

全市稳步推进区域普通话普及水平
本报讯（记者 菀滢 通讯

员 教宣 韦云华）为进一步做好
普通话基本普及县域验收工
作，3日上午，省市普通话普及
调研组一行来到我市，对我市
推进区域普通话普及水平情况
进行实地考察，镇江及我市教
育局主要负责人陪同调研。

近年来，我市语委认真贯
彻《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依法履责，多措
并举，稳步推进县域普通话推
广、普及情况调查等工作，切实
加强了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

提高了区域普通话普及水平。
据悉，为进一步提高全市语言
文字工作专兼职干部的管理水
平和工作能力，我市语委多次
召开会议、组织培训，先后进行
了县域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
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示范校建
设等专题培训，并扎实做好普
通话测试站点建设，做好普通
话考级的报名、培训、测试工
作，为教师及其他社会人群做
好服务工作；大力开展“推普
周”活动，每次活动，均制定活
动方案，举行启动仪式，以悬挂

横幅、布置橱窗、张贴推普宣传
资料、电子屏播出推普公益广
告、发放倡议书等形式，在全社
会营造了浓厚的推普氛围。积
极参加各类比赛，在中华经典
诵写讲比赛中，我市选手获省
级特等奖、两个省级一等奖；在
镇江市“京江明月中秋韵”诵读
赛中，我市获得一、二等奖。
2018 年，还联合团市委、文明
办、妇联、广电集团，组织了“诗
文中秋晚会”；抓牢语言文字工
作长效机制，重视语言文字工
作机构、制度建设、环境建设，

党政机关规定普通话为基本工
作语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普
通话标准，广播、电视、报纸等
媒体及公共服务行业用语用字
规范，全市各校把语言文字工
作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制定工
作计划，上好写字课、书法课，
重视在各科教学中渗透语言文
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养
和训练，大力开展“啄木鸟在行
动”、主题演讲等丰富多彩的语
言文字实践活动，并积极向家
庭辐射，努力形成长效机制。

岁末年初之际，我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举行了“神奇宝贝
嘉年华”“秋季活动汇报演出”“元旦游园”“乒乓球家庭亲子赛”

“小作家班优秀作文汇编”等一系列纯公益活动，为活动中心的
学员和家长搭建了一个提升素质、展示风采、交流沟通的平台。
图为益智而又健身的“元旦游园”活动，深受大家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袁军辉 陈惠芬 摄）

德育协作片进行年度总结
评比

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 王
英俊）4日上午，全市德育协作
片 2018年度总结评比交流会
在实验学校举行。

会上，全市七大德育协作
片片长单位负责人就协作片
一年来的工作，用图文并茂的
PPT进行汇报。

据悉，2016年，本着构建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促共
进的德育工作新格局的原则，
我市教育局将全市中小学划
分为 7个德育工作协作片区，
由德育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引领，设立片长、副片长学校，
每个协作片区确立一研究主
题，由片长单位带头做，领着
走，成员学校学着做。在跟着
走的管理中逐渐提升活动的
品味，凝练协作片的鲜明特
色。与此同时，为确保协作片
内的各校德育工作的均衡发
展，教育局德育科还组织专
家、德育骨干帮助薄弱学校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专题

研讨、对症下药、力求实效，真
正做到加强协作片区之间的
横向交流，取长补短，促进共
同提高。去年以来，全市德育
协作片以“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互促共进”为思路，以“创
品牌促发展”为主题，以“主题
研讨”“促学互帮”“特色交流”
等活动为依托，提升了各校的
整体德育水平，扩大了学校的
教育影响力。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优
化研究主题，在“真、实、细”上
下功夫，要进一步创新研究方
式，多一些问题会诊的讨论
会、先进理念的学习会、思想
碰撞的交流会、品牌借鉴的参
观会……通过发挥德育骨干
力量，邀请专家顾问走进来把
脉问诊，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以
及相关主题活动来互促共进。

市教育局相关科室负责
人、德育专家顾问、各校德育
分管校长及德育主任 100 多
人参会。

里小进行有偿家教专
项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葛文娟 薛
红庆）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规范教师从教行为，本学期，里
庄中心小学在全校教师中深入开
展有偿家教专项整治系列活动。

据悉，里庄中心小学把严禁
有偿家教专项整治和长效管理有
机结合起来，每位校级领导干部
联系一批教师，做到监督管理全
覆盖。9月初，按照市局文件精
神，在教师节当日组织全体教师
开展拒绝有偿家教集中宣誓签名
活动，并将集体签名张贴在学校
橱窗里，接受学生及家长的监督；
12月初，全校教师齐聚学校报告
厅，黄益群副校长首先宣读了市
教育局《关于深入开展有偿家教
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向全体教
师明确了在职教师有偿家教的

“六个严禁”及处理规定；要求全
体教师认清形势、顾全大局、规范
言行，对照要求自纠自查，凡存在
有偿家教行为的要立即停止，并
如实填写《在职教师“有偿家教”
情况自查表》，将《自查表》交学校
留存备查；最后全校教师在拒绝
有偿家教公开承诺书上郑重签
名，并存档。

“特别的爱给远方的你”

新区实小为云南迤资
小学捐款

本报讯（记者 张吴 通讯员
陈纯红）近日，新区实小党总支开
展“五事联动”主题党日活动，聆
听了退休副校长步泽舫的党课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 40年》。在
“为民服务”中，新区实小校长
陆志才向全体党员介绍了千里之
外的云南迤资小学：迤资小学学
习条件艰苦，师资力量薄弱，生
源短缺甚至“闹饥荒”……陆志
才号召大家“尽绵薄之力”为他
们捐款捐物，他强调，这体现了团
结友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党员精神。

“国粹”走进正则

我市举办少先队建队示
范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折中宣）
日前，我市初中学校备课共同
体学期教学研讨活动在折柳
中学举行。

活动中，陵口初中、折柳
初中、里庄初中语数外学科 9
名教师开设了 9节公开课，充
分展示了三校备课共同体成
立以来校际集体备课的成
果。市教师发展中心的教研
员分组参与了听课、评课，并
进行了现场指导，充分肯定了
课堂教学的优点、亮点，也指
出了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措

施。评课结束后，里庄中学以
《教研共生、质量共升——基
于高效课堂的备课共同体建
设》为题，向全体专家和教师
汇报了共同体本学期的建设
情况，并提出了下阶段的建设
思路和工作打算。

据悉，去年 9 月，初陵口
中学、折柳中学、里庄中学组
建了“三所初中备课共同体”，
举行了启动仪式。通过课堂
教学展示、专题交流研讨、专
家讲座引领等活动，为共同体
学校和兄弟学校教师搭建了
舞台，创建了平台，创造了学
习、交流、提高的机会，进一步
树立了广大教师的“向课堂要
质量”的质量意识。

折中承办中学备课共同体教学研讨

教学现场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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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 姜丽
敏 通讯员 周玲）“这个创意
不错，画出了妈妈脸部的特
征，你看，嘴唇画得很大，脸
上的痣都画得很清楚。”“你
也不错哦，抓住了爸爸脸上
的主要特征，特别是这一撮
胡茬画得很形象。”近日，20
名小记者来到汇金天地营销
中心，进行一场创意绘画比
赛。

童画今天美术教育创办
人王永生老师首先分享了绘
画技巧，随后小记者们便拿
着水彩笔，画起了身边最熟
悉的人。“小朋友，你这个画
得是谁啊？脸怎么是长方
形，并且脸的颜色还是绿色
的？”走到其中一个小记者的

身旁，王永生好奇地问。“我
画的是爸爸，他的脸是方形
的，并且爸爸在累了或者生
气的时候，脸一下就绿了，我
画的就是我爸爸生气的时候
呢。”这位小记者回答之后，
家长们和小记者们都笑了
……王永生告诉记者，小孩
子比较容易抓住生活中的一
些细节，并且将这个细节放
大，然后画出来的画比较有
意思，“作画，不仅要学习绘
画技巧，并且还要学会观察
生活，有时候，一个细节能给
一幅画作增添不少色彩，这
些小记者们做得都很不错。”

绘画结束后，王永生还
对小记者的画作一一作了点
评，并现场颁发了奖品，其中

三位小记者拿到奖品，开心
极了。小记者姜欣悦画的是
她的妈妈：穿着鲜艳的衣服，
笑得很开心——这幅画，得
到了老师一致表扬。小记者

张梓轩的家长说：“孩子画画
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观察能
力，我决定全力支持孩子画
画。”

本报讯（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周玲） 近日，八佰伴为全
州学校送出 100 份 《教育周
刊》，并为该校十位贫困学生
捐赠了书包、笔袋等学习用
品。据了解，全州学校的一些
学生虽家庭贫困，但品学兼
优。八佰伴市场部孙经理了解
这一情况后，在捐赠 100 份
《教育周刊》的同时，也为十
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准备了
精美的文具。“我们小时候学
习时没有过多的课外书籍看，
写作水平上不去，语文成绩因
此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因
为家庭条件的限制，依旧有很

多学生没有零花钱买课外书
籍，丹阳日报的《教育周刊》
可以让学生们了解丹阳教育的
动态，也可以让他们在上边学
习怎么写文章，希望孩子们能
认真学习，考上理想的学校，
改变生活现状。”

校方代表毛主任感慨道：
“这已经是八佰伴第二年给我
们学校捐赠《教育周刊》了。
《教育周刊》进学校，激发了
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坚持读报
后，很多学生的写作兴趣更浓
了，还有一些学生纷纷向丹阳
日报投稿，很多学生语文成绩
也有所提高。”

本报讯（记者 李潇 姜丽
敏 通讯员 周玲）近日，丹阳日
报小记者团在青少年宫璇紫
少儿注意力训练中心开展了
一场有趣的注意力亲子活
动。一些小记者在游戏中表

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这让他
们的父母十分惊讶。

活动开始前，璇紫训练中
心的辅导员带着小记者们进
行了热身，随后小记者们围坐
成一圈，开始了“滚雪球”记忆
游戏。游戏要求每位小记者
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从
第一位小记者介绍，下一位小
记者在自我介绍时，必须要说
出前面一位小记者的名字和
相关信息。其中一位名叫吉
俊宇的小记者，竟然可以在短
时间内，记住所有小记者的名
字。“没想到我的记忆力这么

好，之前我自己也没发现。”吉
俊宇自己也很惊讶。

辅导员还带领小记者们
进行了“过电热身”“上下传
球”“抗干扰训练”等游戏，璇
紫少儿注意力训练中心的笑
笑老师告诉记者，很多孩子的
学习成绩一直没办法提高，其
实和孩子无法集中注意力有
很大的关系，“孩子只要做事
专注了，目的就达到了。”

亲子互动环节，家长和小
记者们一起搭档做了拼图游
戏，孩子们在玩乐中得到了提
升，家长们在陪伴中有所感
悟。吉俊宇的妈妈说：“除了
记忆力，我发现他的构图能力
也很强，并且观察很仔细。”

“我们看到的总是自己孩子身
上的缺点，但通过这个活动我
才明白，孩子身上有那么多长
处。”

全州学校获赠100份《教育周刊》

“原来我的记忆这么好！”

抓住特征，绘出最熟悉的TA

大家好，我叫贾文阳，
是正则小学五（3）班的一
名学生。我平时喜欢组装
乐高，和这些小积木在一
起，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位
高级工程师，当零零散散
的小碎片拼装完成时，那
种成就感真是无法用语言
来形容；我喜爱看书，经常
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我曾
获《七彩语文》作文竞赛全
国一等奖，江苏省“星海
杯”作文竞赛三等奖，还有
多篇文章在《丹阳日报》发
表；我喜欢弹钢琴，和美妙
的音符在一起，我觉得自
己就是一位翩翩起舞的小
音符，曾在“中韩国际艺术
节”中获得南京赛区儿童
组钢琴金奖；我还喜欢中
国武术，曾经代表学校参
加镇江市武术比赛获得了
团体二等奖。

这就是我，
乐观自信、活
泼开朗，正如
我的名字——
文明、阳光！

小

记 者 星 播
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