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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 B3

防患未然

淮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在“
119 消防宣传日”到来之际，为使
我校全体师生了解消防基本知识， 提高
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掌握
对突发火灾的应变、逃生技能，确保师生
命安全及财产安全，11 月 8 日、9 日，淮安
市实验小学实小校区、 长征校区分别举
行了消防安全紧急疏散演习。
为了搞好此次演习， 两个校区制定

了详细的演习方案， 明确责
任，落实任务，全校师生积极
参与、全力配合，按预定方案
冷静有序地演练。
下午 3 时，消防警报声响
起，消防队官兵们投放的仿真
烟雾弹释放出了滚滚烟雾，长
征校区还燃起火苗，全程模拟
真实火灾现场。 全体学生在老
师的引导下， 按照指定路线，
猫着腰，用湿毛巾、手帕捂住
口鼻迅速、有序地进行紧急疏散。 两个校
区的师生，都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全
部安全疏散完毕。
此次活动， 学校还邀请了消防支队
的官兵们为两个校区的同学们讲解消防
安全知识。 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全
校师生讲解了消防安全基本知识， 火场

统筹谋划求发展

逃生自救、初起火灾的扑救及学校、家庭
等常见火灾的处置对策。
随后， 消防支队的战士们现场进行
了水枪灭火演示，全校师生讲解、示范了
干粉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同时还挑
选了部分学生代表体验感受消防服的穿
着。
通过此次演练， 大大提高了师生们
的消防意识和逃生技能。 防患未然,居安
思危,是安全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 只有
真正把消防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才能创
建一个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 实小历来
注重日常管理,认真开展好每次安全教育
活动， 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安全温馨的
学习环境。
（图文 / 朱丽莉 周红叶 施雯）

携手教研共生长

市实小教育集团长征校区与范集中心小学携手开展教研活动
近日， 淮安市范集中心小学与淮安
市实验小学长征校区开展题为“校区携
手教研,结对共生长”的主题教研活动。
此次活动由课堂教学展示、 交流研
讨和主题讲座三个环节组成。 活动分为
语文、数学、英语三个活动现场。 语文现
场，陈丽丽老师执教了《桂花雨》一课，课
堂上，陈老师精心设计，巧妙引导，让学
生感受到了桂花的芳香怡人， 体会到了
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 数学现场，朱靖然
老师执教《平移和旋转》，她利用丰富的
生活情境，让学生通过观察、演示、体验、
交流，将学生引入神奇的数学世界。 英语
现场，邢善武老师执教绘本阅读课《How

Beautiful》,为学生创设说英语、用英
语的环境，让学生跟着绘本故事享
受英语，课堂教学在精彩的情景表
演中结束。 接着两个校区的老师们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收获和看法，长
征校区的教研组长们与在场的老
师们分享了自己在教学中的所感
所悟，为老师们进一步建设幸福课
堂提供参考。 活动最后，范集中心
小学副校长张锦程、长征校区教务
处主任刘卫明对活动进行了总结。
自范集中心小学加入市实小教育集
团以来， 两所学校充分利用名校名师的
教学资源，深入开展师资、教学等方面的

凝聚新力量

交流与合作， 在教师培养和教学业务等
方面有较大的突破。
(图文 / 张锦程 刘卫明)

促进新发展

市实验小学新城校区 2017 新进教师座谈会
11 月 9 日下午， 淮安市实验小学新
城校区召开了 2017 新进教师座谈会。 校
区李居亮校长、德育处、教务处等部门相
关负责人以及全体新进教师参加了本次
座谈会。
座谈会首先由新进教师发言。 他们
分享了入校以来的收获和体会。 新老师
纷纷表示实小新城校区是一个充满爱与
温暖的大家庭，并充分表达了对学校、同
事、工作、学生的认可。 新教师代表王勇、
王晨晨老师表示学校教学资源丰富，表
达了要多向师傅学习的愿望， 体现了新
教师自觉要求成长的优秀品质。 作为刚

来到实小新城校区工作的老教师， 张桂
军老师说， 实小新城校区带给他的最大
感受是自由、先进、高效，这里的老师、学
生自觉性高，教研扎实有效，学习气氛浓
厚。
随后， 李校长就新进教师在教育教
学以及其它方面存在的一些困惑， 比如
“如何让家长积极配合教师”、“潜能生的
辅导和学习提升工作如何开展”、“关于
早读，学生到不齐的问题如何解决”等问
题，一一进行了解答，提供有效的解决办
法和参考方案， 并强调新教师要进一步
提高教学质量，规范教学行为。 对于部分

共同发展

老师提出的“如何教学作文课、书法课”、
“增加教师外出学习”等问题，李校长表
示会尽快安排具有针对性的示范课，同
时，为新老师搭建学习平台，争取更多的
外出学习机会。
最后， 李校长对新教师的工作热情
给予肯定，鼓励新教师抓住成长关键期，
积极适应学校发展， 主动成长， 不断追
求，做一个有担当、有能力、敢于奋进的
教师，做一个让家长理解、支持、信任、放
心的教师，做一个师德高尚、有着良好人
际关系的教师。
（文 /季宏波 季丽雯）

共同成长

新疆第七师推进学前教育骨干教师专题培训班在市实验小学幼儿园开班
11 月 6 日，“新疆第七师推进学前教
育骨干教师专题培训班” 一行 26 人来到
淮安市实验小学幼儿园， 倪春玲园长及
骨干教师培训基地的师生们热情地迎接
了来自新疆的同仁们。
开班仪式上， 倪园长介绍了幼儿园
的办园理念与宗旨。 淮安市委教育工委
高荣书记向来宾们介绍了淮安悠久的历
史文化以及淮安教育的基本情况。 新疆
第七师教育局教研室瞿红义主任对新疆
近三十位参训学员提出希望， 希望学员
们一定要将淮安学前教育的先进教育理

念带回七师。
开班仪式结束后， 淮安市教育局基
教处徐梅菊处长向培训班学员们做了
《让班级生活彰显游戏精神》 的专题讲
座。 徐处长以“江苏省课程游戏化项目建
设”为阐述脉络，以问题为中心，以案例
为载体，聚焦“游戏精神”，运用平实而有
深度的语言，生动而有趣味的案例，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 专题学习与交流研讨
相结合，观察考察与反思体验相结合，帮
助学员明晰“课程游戏化”实质，促使学
员深入反思“课程游戏化”内涵。

基教处王芳主任做了 《跨文化教育
访问带给我们的思考》的专题讲座，通过
“我们为什么需要跨文化教育”、“学校教
育如何关注不同文化” 等问题引发学员
对跨文化教育的深入思考， 并结合淮安
学前教育剖析了幼儿园课程与幼儿发展
现状。
本次学前教育骨干教师专题培训活
动促进了淮安、 新疆两地教师的共同成
长与提高。
（文 /梁婧 徐咏梅）

<小学生>由淮安市实验小学协办

文明小书包
市实小新城校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文明礼仪，从点滴做起。 为培养孩子的文明礼仪意识，切
实提高学生的文明礼仪水平，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 11 月
上旬，淮安市实验小学新城校区五年级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文
明小书包” 主题教育活动。 各班于周一上午班会课开展了以
“
文明小书包”为主题的班会。 活动中，班主任老师首先调查了
同学们在书包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然后带领孩子们
展开讨论、集思广益，征集了文明使用小书包的好方法，指导
孩子们规范使用自己的小书包，拒绝不文明物品进校园，切实
减轻小学生书包重量，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培养
孩子们的自理能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各班还进行了学生文
明使用书包的调查与反馈，以班级为单位展开了“文明小书包
标兵”的评比，颁发了奖状，并在校园里的“文明礼仪之窗”板
块展示了小标兵们的风采。
通过这次“文明小书包”主题教育活动，各班学生都能进
一步认真整理书包，减轻书包重量，让各种文具书本的摆放和
使用更加规范条理， 让书包更加整洁， 让班级育人环境更清
新，形成了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学习氛围，也让学生明白了文
明就在生活的点滴之中。 （图文 / 王建峰）

大手拉小手 快乐齐步走
市实验小学幼儿园举行亲子秋游活动
为让宝贝充分感受秋
意，感受秋天给大自然带来
的千变万化，进一步萌发热
爱大自然、 喜爱秋天的情
感，淮安市实验小学幼儿园
的老师们、家长们、宝贝们
大手拉小手， 齐唱快乐歌，
秋游活动开始喽！
大班篇。 瞧，楚秀园的
北门聚集了一排排整齐的
队伍，有序的队形、响亮的
口号、自信的笑容，原来大
班的哥哥姐姐已经整装待
发了！
看，我找到了不同的秋叶；瞧，我用树叶的叶脉拓印出好
看的花纹；听，我和小伙伴用打击乐合奏出好听的音乐……各
种你追我赶、你抛我抢、你踩我躲的亲子游戏让哥哥姐姐们兴
奋不已，让爸爸妈妈们更是有瞬间回到童年的美妙感觉！
中班篇。“哇，园林真美呀！ ”氤氲着小桥流水的温柔气息，
聆听着悠久底蕴的治水历史，“老师， 我们带领爸爸妈妈去寻
宝喽！ ”小组携手同行，轻踏过青青柔软的草地、轻嗅着艳丽飘
香的花群、轻抚着造型奇特的植物丛。“快点，运动起来吧！ ”快
速反应的“萝卜蹲”、笑声不断的“小孔找爸妈”、团结对战的
“抓尾巴”……浸润额头的汗水在秋风的吹拂下悄悄离去。
小班篇。 这是小班弟弟妹妹的第一次集体秋游活动哦！ 小
宝贝们像快乐的小精灵，跟爸爸妈妈手拉手一起笑着、跑着、
跳着，每个嬉戏欢笑、畅快奔跑的瞬间都掩饰不住宝贝们内心
的激动与喜悦。 丰富多彩的亲子游戏，我的宝宝在哪里、老鹰
捉小鸡、彩虹伞网小鱼、袋鼠接力、吹泡泡等更是让美丽的楚
秀园回荡着宝贝和爸爸妈妈的欢声笑语。
快乐的亲子秋游活动不仅开阔了宝贝的视野， 丰富了宝
贝对秋天的认识，还增进了亲子间的情感，体验了集体寻秋的
乐趣。“妈妈，我还想再玩一会呢！ ”、“爸爸，我们下次什么时候
再一起出来玩啊？ ”……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宝贝们载
着满满的收获结束了一天的秋游活动。
（图文 / 赵洪艳 董雅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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