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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启航

淮安小学第十二届体育文化艺术节开幕啦
节，学校将举办广播操比赛、春季田径
运动会、 国际象棋比赛、 书画家进校
园、六一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每个同学搭建展示的舞台， 让每个
同学在活动中收获，在活动中成长。他
勉励全体师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
中，锻炼能力，提升素养，做一个全面
发展的淮安小学人。
最后， 朱局长宣布淮安小学第十
二届体育文化艺术节开幕！彩旗飞舞、
气球放飞，同学们唱起来、跳起来，欢
呼着、跳跃着，一起放飞梦想，点亮少
（袁丽）
年中国梦！

幼小衔接 快乐成长
市星星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与淮安小学开展幼小衔接活动

为了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进一
步了解、熟悉小学生活，近距离感受
小学的环境、课程设置、作息时间、学
习方式等， 减少对小学的陌生感、神
秘感，以积极的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

小学生活，4 月 24 日、25 日上午，市星
星幼儿园、机关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以及他们的老师、家长们来到淮安小
学，开展为期半天的幼小衔接活动。
首先，淮安小学致欢迎辞并对学
校情况做简要介绍，接着小朋友们在
淮安小学老师的引导下参观校园，并
走进课堂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学习、一
起活动， 体验小学生活的愉快与美
好。
在宽敞明亮而又现代化的教室
里，小朋友们感受哥哥姐姐们的琅琅
书声和上课时的聚精会神、 专注认
真，心中充满了羡慕，他们还勇敢举
起小手，参与课堂活动，学习知识，获

得本领；在宽阔的运动场、美妙的音
乐教室和多彩的美术教室里，小朋友
们跳着、唱着、画着，开心之情溢于言
表；生命科学馆中多种多样的生物标
本、科技馆中神奇的科学现象、阅览
室里丰富有趣的绘本童书……无不
激起小朋友们强烈的好奇心，他们静
静观赏、轻轻翻阅、认真探索，对小学
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本次活动，小朋友们通过亲眼观
察、亲耳聆听、亲身体验，对即将开始
的小学生活有了进一步的真切了解，
为小朋友们适应小学生活做好了充
分的心理准备，更为他们未来的小学
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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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天空白云飘逸， 四月的校
园热闹欢腾。 4 月 26 日上午，淮安小
学彩旗飘飘，异彩纷呈，一片欢乐的海
洋，全体师生满怀喜悦的心情，以饱满

的精神状态， 迎来了校第十二届体育
文化艺术节的开幕， 市教育局副调研
员朱士东出席了本次开幕式。
伴随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在
校彩旗方阵的带领下，全校 46 个班级
的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步入操
场。在主席台前，各班同学在欢快激昂
的音乐声中表演了足球操、跆拳道、武
术、羽毛球操等，不同风格的服装、各
具特色的表演展示了同学们洋溢活力
的少年风采。
淮安小学周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致辞。 他表示， 本届体育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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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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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着春天的脚步，静待着
繁华的盛开，当艳阳高照、百花齐
放，4 月 26 日， 淮安小学迎来了
2017 春季广播操比赛暨第 25 届
春季田径运动会。
操场上的比赛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 到处洋溢着青春与活力。
广播操比赛中，同学们整齐划一
的步伐、转体和广播操给大家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接下来的运
动会中，每一个跳高参赛选手都
跃跃欲试，纵身一跃，过了，有着
那种只有天空才是我的舞台的
豪气，没过，也并不气馁，因为有
鼓励，于是拍拍身子，机会还有；红色的跑道，是同
学们驰骋的赛场，当发令枪响，他们勇往直前，你追
我赶，从不轻言放弃，这是一种成长。 本次运动会与
往届运动会有些许不同之处，就是增加了集体趣味
比赛项目：一年级的爬行接力、二年级跳跳球接力、
三年级袋鼠跳接力、四年级两人三足接力和高年级
的超级坦克比赛。 比赛中，学生撒了欢儿的跑，不论
输赢，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红色的跑道，绿色的草坪，奔跑的小朋友，交织
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青春，是阳光，更是希望。
运动会，虽然累，却也是累并快乐着，因为有收获，
收获的是友谊、是信心、更是放飞自我后最坚韧的
成长。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在淮安小学的大家庭
中茁壮成长，开出累累硕果。
(杨舒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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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阅读焕发生命的张力
记淮安小学教育集团及共建学校课堂教学观摩研讨活动

本着“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
原则和促进教师的发展、学生成长和
质量提升的目的，4 月 28 日， 盱眙马
坝小学、车桥小学，苏嘴中心小学、长
江西路小学、 南马厂小学等 5 所小
学的老师相聚在淮安小学，举行教育
集团及共建学校语文阅读课堂教学
观摩研讨活动。
上午，来自长江西路小学的蔡媛

老师、盱眙马坝的张玉老师和淮安小
学的刘锦荣老师分别执教了《台湾的
蝴蝶谷》、《望月》和《恐龙》的阅读课。
老师们灵动的课堂， 学生热情的参
与，精彩的回答赢得了听课老师们的
阵阵掌声。
下午，执教的 3 位老师就上午的
教学进行了说课，来自盱眙马坝的高
海燕主任、长江西路小学的顾中华主
任、淮安小学的王青青主任对上午的
3 节课进行了主评。 他们充分肯定了
上课教师优点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
的思考。 台下的随评也异常热烈，张
晓红、何颖、徐素霞、张平等老师谈了
自己听课的感受。
此次活动，教研室杨红梅书记在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莅临淮安小学指
导工作。 杨书记对 3 节课进行了点
评， 肯定了 3 节课的成功之处的同

淮安小学：做好问题整改
淮安小学十分重视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 近期，学校又召开了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促进会， 就推进专项整
治、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创建氛围等
方面出现的问题， 作出针对性的部
署，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截至 5 月 2 日，学校针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向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下发
问题清单近 10 份， 并督促整改工作
及时开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环境

时，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杨书记还
就《基于核心素养的语文教学》的主
题为在场的老师们做了精彩的讲座。
一个个鲜活的案列，一句句妙语连珠
的话语，让老师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
语文的核心素养， 如何落实核心素
养，讲座也赢得了台下老师一阵阵热
烈的掌声。
教育集团和共建学校的联盟互
动，让老师们有机会一起研讨，一起
互动，一起成长。 相信通过今天的活
动，一定能让集团和共建学校的老师
们在今后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找到准
确的定位，能通过自己的教学真正焕
发孩子生命的张力。 今后，淮安小学
将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开展形式多
样的教育教学活动， 一起交流学习，
真正实现教育集团和共建学校教育
教学的共赢。
（王艳）

保证创建实效

整治方面，对于一些不方便清洁的楼
顶、玻璃棚顶等死角卫生，学校还组
织专人进行了彻底的清扫，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加强宣传
教育和氛围营造方面， 学校及时更
换、增加了文明倡议牌和公益广告宣
传标语，在校门口新增设了一块室外
液晶大屏，在校内开辟了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宣传栏，加强了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的宣传教育，营造了浓郁的创建

氛围。
为进一步做好问题的整治工作，
学校还成立了督查小组，行政领导蹲
点各年级，构建起网格化、精细化督
导推进体系，保证整改提升工作的常
态化、及时化、高质化。 系列举措的实
施，有效激发全体师生参与创建工作
的热情， 促进了创建工作的有效推
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房胜国）

为全面落实市教研室关于英语 ︱
课外阅读的相关要求， 促进学生阅 ︱
读习惯的养成及核心素养的提升， 淮
强化对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 帮助
安
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初步形
成较强的阅读能力，提高阅读品位， 小
近期， 淮安小学也在探索阅读与实 学
践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开展丰富多 英
彩的读书活动， 教师为学生搭建各 语
式各样的阅读交流展示的平台，让 课
学生拥有展示自我、 展示读书成果 外
的机会，促进阅读体验的外化，使学
阅
生真正体会到读书的乐趣， 从而全
读
面推进校英语课外阅读。
科学优秀的英语阅读材料不仅 系
能够有效激起学生的英语课外阅读 列
的兴趣， 更能够让学生在英语的世 活
界中得到有效滋养。 所以我们积极 动
推荐优秀英语阅读书目， 满足学生 之
文化需求；着力促进学生英语阅读， 绘
有效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英
本
语阅读活动； 如本次高年级英语课
漂
外阅读系列活动之绘本漂流， 既拓
宽学生的知识面， 学生的参与热情 流
高涨，又促进了自主阅读体验，成果
展示丰盛。
从学生们的热情和认真程度来看，英语阅读课程
已经受到了学生们相当地重视，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和兴趣。 而通过这次活动，学生们学习英语阅读的激
情被再次点燃，这对以后的英语阅读写作教学是一个
重大的推动，也对将来的英语阅读写作教学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
本次绘本漂流活动对落实课外阅读、提高学生英
语素养和阅读能力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我们将以
此起点，进行更高的阅读蓝天！
(周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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