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展风采 教学比赛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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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思琪报道：
为了促进新
进教师成才的步伐，
提升新进教师的专
业水平，
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
促进
我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我校于 12 月 11

日至14日开展新进语文教师讲课活动。
8 位朝气蓬勃的参赛教师为我们
倾情奉上了一节节风格迥异且精彩纷
呈的课堂，扎实高效的精致课堂,，
“一
咏三叹”的情感课堂，顺学而导的智慧
课堂……他们的教学更贴近学生生
活，语言训练扎实、有效，课堂处处充
盈着浓浓的语文味儿。所有参赛老师
都精心准备，充分展示了自己独特的
教学风格，表现出了较高的教学能力
课堂中教师善于引导，及时运用
鼓励语激励学生回答问题，并能在学

生回答时及时评价学生。教学设计环
环相扣，让问题来源于学生，让学生自
己思索、经历、解惑。
教 ，然 后 知 不 足 ；听 ，然 后 自 省
之。在课后的研讨交流环节，老师们
畅所欲言，或谈观课体会，或说授课反
思，或诉教学困惑，或道学习收获……
大家在交流中成长，在反思中提高，在
思想的碰撞中迸发出智慧与灵光。
本次活动为我校青年教师提供了
展示自我、互相学习的平台，促进了青
年教师课堂教学水平的提升。

我校迎接 2018 年度工作考核
我校举办﹃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专题讲座

本报讯 刘汝萍报道：
2019 年 1 月 4
日下午，咸宁市实验小学在多功能报告
厅举办“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
时代”讲座，邀请到市委老干部局“夕阳
红百姓宣讲队”队员沈俊杰同志，为全
体教职工做了题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的精彩报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说，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
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
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
山河的壮丽史诗。
在报告中，沈俊杰同志由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引入，以中国古代“四大
发明”为切入点，阐述了我国曾经占据
世界民族之林的辉煌历程，全面论述了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出了“复
兴大任，舍我其谁，惟共产党人莫属也”
的感叹，激励我校全体教职工秉持爱
党、爱国、爱岗的情怀，不断传承中华儿
女们自强不息的爱国奋斗精神。

致家长的一封信
1 月 8 日下午 2：30，咸宁市教育局副
局长王丽君等一行 11 人来到咸宁市实验
小学开展年度考核检查工作。检查过程
中，考核组采取实地察看、听汇报、民主测
评、召开座谈会，查阅档案等形式，对该校
2018 年度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考核和评
估。学校校委会成员及相关处室成员参会。
会上，王丽君指出：此次的目标考核
较往年有一些创新和细化，能够更好地适
应各学龄段的学校的不同特色。接着，校
长杜小清代表学校领导班子作班级述职

报告。报告从强化党建工作，发挥党员示
范引领；夯实教研基础，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德育为首，素质优先，推进全面育人；
规范办学，建和谐特色校园，走内涵发展
之路共四个方面汇报了学校领导班子带
领全校师生在 2018 年做的主要工作和取
得的一些成绩，详解了学校在教师队伍建
设，全力实施校本课程的过程，评述了学
校大胆改革，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卓有成
效抓教学管理的得与失。杜校长说，尽管
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但学校领导班

子有信心在市委、市政府和市教育局的领
导下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开拓创
新，全面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努力把学校
办成高质量现代化学校。
接着考核组要求与会人员以实事求
是的态度认真填写民主测评。民主测评
结束后，考核组对学校领导班子及相关处
室负责人进行座谈，深入了解学校一年来
的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并详尽查阅了学
校的档案资料，对学校管理、德育工作、领
导执行力、教师队伍、学生行为习惯养成

等方面的档案进行了详细地检查。边检
查边对照有关文件和标准对做了详细记
录，对工作中不当的措施也悉心地给予了
一一的指导。最后，检查组希望学校能不
断地开拓进取，努力发展自己的特色教
育，争取在 2019 年取得更显著的成绩！
这次综合评价工作是对咸宁市实验
小学一年来各项工作的全面检验和评价，
它将有效地促进学校的发展和管理的进
一步提高，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欢畅元旦 绽放精彩
——记咸宁市实验小学班级元旦联欢会
本报讯 李思琪报道：
流光溢彩，鼓乐
齐鸣，欢歌笑语，辞旧迎新。又是一年岁
末时，为迎接新年的到来，丰富班级文化
生活，加强师生交流，增进同学友谊，12
月 29 日下午，咸宁市实验小学各班纷纷
举行元旦联欢会，
喜迎 2019 年的到来。
彩灯、丝带、气球、窗花……各班精心
准备，同学们把自己的“家”装扮一新，处
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呈现出新年的气
息。上午还是普普通通的教室，下午已变
成了五彩缤纷、展示同学们才艺的舞台。
节目由各班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行组织，
精心编排。同学们热情高涨，积极参与，
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各班任课教师和全
体同学欢聚一堂，同享师生乐，共叙师生

情。联欢会上，同学们的节目精彩纷呈，
歌曲、舞蹈、器乐演奏、诗歌朗诵、游戏、相
声、小品各具特色，同学们尽情地展现自
我，气氛热烈又温馨。幽默的小品和相
声，为大家带来欢笑；欢快的歌曲和舞蹈，
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深情的诗歌朗诵，表
达心底最真切的祝福……整个下午，歌
声、笑声、掌声在校园上空久久回荡。室
外虽是寒冬，室内却温暖如春。活动结束
后，各班又将班级卫生彻底打扫干净，让
各自的小家以崭新的面貌迎接 2019 的明
天。
2018 我们挥手告别，2019 我们满怀
信心，让师生携手翻开这崭新的一页，祝
愿咸宁市实验小学的明天更加美好

轻叩古代诗歌的大门
——咸宁市实验小学六年级开展古诗词知识竞赛活动
本报讯 李再美报道：
近日，
咸宁市实
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们在进行综合性学习
“轻叩诗歌的大门”的基础上，举行了一次
古诗词知识竞赛活动。
在本次综合性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
兴趣浓厚，参与热情。各班在语文教师的
指导下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诗歌小报
设计，古诗词推荐，古诗词背诵，诗歌分类
整理赏析等。为了进一步展示学生们的
学习成果，六年级的语文老师们把课内必

读古诗词与小学生必背古诗词相结合，再
适量补充课外经典诗词，将它们整合起来
制作成一份练习题来让学生们进行笔
试。考场上学生们凝神静思、挥笔疾书，
认真作答、书写工整，所有的精力都专注
于面前的试题，平日的诵读积累在此时此
刻得到了检验与施展。
古诗词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瑰宝，
其丰富的人文内涵，优美的意境，高雅的
情趣，对学生们的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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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此次六年级学生的古诗词知识竞赛
活动，不仅是对学生们经典古诗词诵读的
一个阶段性的检阅，也让学生们体会到了
古诗词的精妙，感悟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情
怀，提高了他们的语文核心素养。
附：
古诗词知识竞赛一、
二、
三等奖获奖名单:
601 班：
玉一诺 葛尔轩 陆禹霖
602 班：
董姝婷 简 宁 黎骏尔
603 班：
王若茜 朱融嘉 程云阳
604 班：
董 皓 杨昱博 许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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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班：
饶盛尧 顾语涵
606 班：
陈思铭 王逸轩
607 班：
袁 茜 王靖雅
608 班：
艾若涵 程 景
609 班：
吴婧仪 袁 超
610 班：
武 豫 李灵卉
611 班：
蒋宇昭 李健豪
612 班：
（小）王子墨 陈程
613 班：
许康仪 朱思媛
614 班：
田珺杓 成 媛

熊振钦
刘瑾瑜
徐锦坤
李 乡
雷 帅
黎竞航
柯旭东
邓锦雄
阮泽航
沈德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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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家长：
您好!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学校工作的大力支持！学生寒假即将来
临，为了使学生拥有一个充实而愉快的假期，为下学期的学习生
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假期的许多工作还需要您的督促与配
合。
一、寒假及开学时间安排
1、放假时间：
2019 年 1 月 18 日——2019 年 2 月 20 日
2、报名时间：
2019 年 2 月 20 日（正月十六）
3、正式上课：2019 月 2 日 21 日（正月十七）早上 8 点举行开
学典礼暨升旗仪式
在寒假期间，希望家长督促孩子认真完成寒假作业，安排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开学时务必携带假期作
业及报告册，按时到班报到。
二、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寒假里，
孩子无论外出旅游，
走亲访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1、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过马路时要走
人行横道线，要按交通信号灯指示过人行横道，不在公路上玩耍
或追逐打闹。
2、注意消防安全。在家不乱碰开关插座，不要私拉乱接电
线，冬季烤火要注意通风透气，以免煤气中毒。要教会孩子遇到
突发消防事故处理和报警的方法。
3、注意饮食安全。不吃过期、变质、不卫生食品。不暴饮暴
食，注意饮食调节。
4、注意旅游安全。孩子外出旅游时一定要有大人陪同。教
育孩子不要爬树、翻越栏杆，不做危险游戏，乘车时不要把身体伸
出车窗外，不要戏耍动物园的动物，不随便丢扔垃圾，不与陌生人
搭话，
不离开大人监护视线范围外活动。
5、注意网络安全。教育孩子不要沉迷于网络之中，注意上
网的内容和时间。
三、合理安排学习生活
让孩子假期有更多的收获，
让孩子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1、阅读好书，与书为伴。假期，享受阅读的快乐，愿大家在
读书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健康快乐成长。假期每天至少读书
1 小时，按时完成读书任务。
2、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按计划完成寒假
作业，
并积极完成学校的寒假特色社会实践作业。
3、写一手漂亮的字。假期用心练字，把字写漂亮。相信开
学我们再见面时,大家一定会给老师们一个惊喜!我们期待着!
四、实践性作业
1、按学科完成寒假特色社会实践作业，开学后上交评比。
2、以寒假为契机，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及文明礼仪实践
活动，普及春节、元宵节等节日历史渊源、精神内涵、文化习俗等
传统文化知识，在春节期间围绕家训、家规、家风等，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学生学习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成年
人不得进入宗教场所。
3、学做一件家务事，是孩子们的必修课。
4、每天坚持锻炼。别忘了每天至少坚持锻炼 1 小时。
祝同学们的寒假过得健康而快乐，
充实而有意义!
咸宁市实验小学
2019 年 1 月

责任编辑：李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