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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青少年宫 流动快乐童年
淮安市青少年宫携手南马厂小学公益校园行活动在南马厂小学隆重举行

晚报讯 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丰富校园
文化生活，11 月 9 日上午， 淮安市青少年宫携
手南马厂小学公益校园行活动在南马厂小学隆
重举行。
活动一开始， 市青少年宫办公室王利主任
和丁晓红部长向南马厂小学的学生捐赠了精美
的图书，王利主任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她希望
通过此次的捐赠仪式搭起两校之间友谊的桥
梁，同时她还希望同学们要认真阅读这些图书，
做到真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体会阅读带来的

快乐，让书籍
打开广阔的
视野。
南马厂
小学的颜雨
薇同学作为
学生代表致
辞，她真心感
谢市青少年
宫的叔叔阿
姨对南马厂
小学全体学
生学习、生活
的关心。 她说
对农村孩子
而言，拥有读
不完的好书，是她们朝思暮想的事。 青少年宫老
师们的到来，给她们送来了阳光，送来了希望。
捐赠仪式结束后， 市青少年宫的音乐舞蹈
老师和南马厂小学的音乐舞蹈老师们进行了一
场生动的音乐舞蹈教学研讨活动， 市青少年宫
的歌舞中心主任袁彬了解到南马厂小学音乐舞
蹈课老师的课不太专业时， 现场对老师们进行
了示范和指导， 并根据老师们自身的特长和南
马厂小学特有的优势为老师们量身打造了合适

坚守教育情怀

的西瓜音乐舞蹈课程。 与此同时，市青少年宫还
为南马厂小学的学生们上了精彩的小提琴课、
钢琴课、二胡课和国际围棋课程，老师们耐心的
讲解和专业的授课方式让孩子们沉醉其中。
下午， 市青少年宫的老师们和南马厂小学
的全体师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 市青
少年宫为同学们带来了许多新奇的游戏道具和
运动器材， 她们为孩子们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令
孩子们乐此不疲。 疯狂毛毛虫锻炼了孩子们的
协调能力、 不容易搞定的滚铁环游戏急坏了参
赛的孩子、迷你高尔夫让孩子们笑弯了腰、桌上
足球考验了孩子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众星捧月
游戏笑翻了所有学生、 无敌风火轮点燃了孩子
们快乐的心、 快乐篮球释放了孩子们运动的天
份、过河拆桥让孩子们纷纷“落水”、一吹冲天让
孩子们懂得了做事要适当运用力量、 中国地图
让孩子们了解了祖国的地大物博……孩子们尽
情体验，在游戏中学会团结协作，感受团队合作
的重要性。 孩子们绽放的笑容点亮了整个操场。
本次活动是“流动青少年宫”公益活动第三
十五期。 此次活动的开展，是市青少年宫践行十
九大习总书记提出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并结合团中央“动感中队”创建活动重点打
造的一项品牌公益活动。 他们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艺术、热爱艺术、勤于

润泽幸福童年

——
—记淮师一附小
“
我的教育故事”第二季分享会

晚报讯 每一位教师都有精彩的故
事，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旋
律。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举办的
“
我的教育故事”分享活动，反响热烈、备
受好评。 11 月 8 日，分享会第二季在大
家的期待中又拉开了帷幕。 来自不同年
级的六位老师与大家分享了 《行走在爱

的路 上》、《也 许 只 差
一步》、《清 风 明 月 送
笺来、 只因岁月有情
丝》 等一个个真实感
人的故事。
王南老师讲述了
《行 走 在 爱 的 路 上》，
她用自己的爱心和热
心帮助有先天疾病的
许同 学 融 入 班 集 体 ，
让体弱多病的他和其
他孩子一样， 享受学
习的快乐， 沐浴成长
的阳光！ 张永倩老师
博览群书，利用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
巧妙地解决了小伟同学以自我为中心的
问题。 单晶晶老师分享了她与小黄同学
之间的故事，单老师有耐心、恒心、细心，
坚信距离教育成功“也许只差一步”。 胡
媛媛老师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 从最

初的“
不平等式”到用心去理解学生的感
受，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王艳艳老师为了
让班级的孩子得到全面发展， 制定了小
苗纵队“幸福少年”锻造计划，小苗纵队
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灵魂成为班集体中
的核心组织，收获了幸福。张悦老师则用
柔美的嗓音，伴着柔和的乐曲，将我们带
回到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夜晚， 一个失
去母亲的、 九岁的孩子在本该家人团聚
的中秋佳节夜晚被张老师的爱温暖了、
滋润了。
分享会中穿插了陆京梅、侯育永、姚
娴、王家臣、仲启燕、童周静等六位老师
的精彩点评，一说一评之间，也让我们感
受到了这几位老师在教育教学中对“教
育真知”孜孜不倦地追求与探索。
分享结束后， 张凤英校长深情地总
结：教师要先学会观察孩子，然后去了解
孩子，才能更好地思考、更好地行动，与
孩子一起成长！ （孙楠 孙静）

清江浦区
“
广阅读”主题研讨活动在繁荣小学举行
晚 报 讯 11 月 7 日下午，清江浦区
小学语文教研共同体“
广阅读”主题研讨
活动在繁荣小学顺利举行。 来自全区各
小学分管语文教学校长及一到三年级教
研组长、骨干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
旨在进一步落实市、区教育局“广阅读”
工作相关精神， 切实加强区内教研共同
体校际间的交流， 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
习惯。
活动伊始， 来自武墩中心小学的卜
相梅老师和三年级学生为大家展示了
《夏洛的网》阅读推荐课。课上，卜老师从
封面入手，引导学生读书中的主要人物，
通过对作者的介绍， 引起学生阅读期待
与好奇心，接着，通过看画面、猜故事与
看视频、想情节的形式，启发学生阅读的

兴趣。学生们在慢慢走进文本的过程中，
领悟友情的真谛。
新民路小学周素萍老师执教 《宝葫
芦的秘密》阅读推荐课，通过设疑，启迪
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思考，学生在一次
又一次的思维碰撞中，逐渐走进书中，走
进人物的内心。教者通过画面、视频等将
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紧紧吸引住学生
的注意力，在发展学生语言、启迪学生思
维的同时，学生更想快点阅读整本书，来
化解心中的疑惑。
繁荣小学潘云霞的《悦读，如呼吸般
自然》讲座，提出了现在“广阅读”面临的
困惑以及解决的方法。 整个讲座有很强
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可操作性很强。她先
从课外阅读的重要性谈起， 结合自身教

学的实践经验和该校的具体做法， 为老
师们指导课外阅读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活动最后， 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语
文教研员钟婕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总结，
同时也为我区下一阶段小学语文教学中
如何更好地推进“广阅读”工作提出了建
议。她提出：我们开展“广阅读”的主要任
务是培养影响孩子一生的阅读习惯；在
书籍选择时，不能“迷信”，要甑别，要适
合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在指导学生阅
读过程中要选择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去领悟书籍的魅力。
如何开展课外阅读的探索仍然在路
上，相信通过系列研讨，一定会使我区小
学语文学科的“
广阅读”工作向更深处漫
（陈玉芳）
溯……

实践、锻炼体能，成为全面发展的时代好少年。
淮安市青少年宫接下来会走进更多的学校，为
孩子们的快乐成长服务！

（记者

刘锦云

通讯员 王利）

淮海中学组织赴白蒲中学
学习的老师开设汇报课
晚报讯 为了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优化课堂教学行
为，进一步发挥教师外出学习的引领作用，近期，淮海中学组织
赴白蒲中学学习的教师开设汇报课。
本次活动用了两周时间，外出学习的领导与老师每人面向
全校开设一节公开课。 为将白蒲优秀教师的教学风格和先进的
教学理念转化为自己的教学行为，各位老师认真思考，积极准
备，课堂上，运用精心编制的“导学单”，努力体现学生学习主体
地位，注重学生的思维能力的训练，达到高密度、快节奏的教学
效果。 课后，各学科组认真讨论，提出了中肯意见。
近年来，该校大力推广“走出去、引进来”的培训方式，积极
安排教师参加外出培训学习和上级部门组织的各项教研活动，
采取交流体会和上汇报课等形式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经
验及时推广，达到一人学习集体受益的目的。
（周卫明）

长江西路小学举行
社会综合实践活动
晚报讯 俗话说，一叶知秋。 那湛蓝的天空、火红的枫叶、
金黄的稻田、熟透的果实像魔力一样吸引着长江西路小学的孩
子们。 又是一年秋游季。 瞧，他们这次出发的目的地是韩信故
里—码头镇。
11 月 10 日早晨， 孩子们怀着喜悦与激动的心情早早来到
学校，班主任对学生加强纪律安全和文明卫生教育后,各班到操
场集合，整装待发。8 时许，几辆大巴缓缓驶进校园，孩子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秩序井然地乘车前往。 汽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大
道上，窗外的景色一闪而过，一路上，孩子们像快乐的小鸟叽叽
喳喳，惊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千年古
镇 -- 码头。
孩子们游览的第一站就是枚乘书院， 枚乘书院濒湖而建，
亭台楼榭水光潋滟，院内秋意浓浓, 确是读书的好去处。 接着
他们来到漂母祠。 漂母的滴水之恩韩信涌泉相报的故事深深震
撼了孩子们的心灵。 时近中午，孩子们席地而坐，以班级的形式
进行了讲故事比赛和古诗词吟诵会：“一饭千金”、“胯下之辱”、
“
韩信点兵”、“大风歌”等内容，孩子们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千
年前的楚汉。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愉快的旅程结束了，孩子们恋恋
不舍地踏上了归途，回望码头渐去的轮廓，感慨家乡的人杰地
灵。 暖暖的亲情如秋日的阳光洒在他们的心田。
（王永
吴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