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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团市委、市教育局、
市少工委联合开展了咸宁市 2020
年少先队辅导员职业素养展示活
动。我校选派李思琪、李玉明、金萍
芳三位优秀辅导员参赛。经过四轮
竞逐，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脱颖而
出，分别荣获一、三等奖！
据悉，展示活动采用淘汰赛制，
由市、县两级少先队总辅导员，市教

育团工委书记和市直学校优秀代表
担任评委。比赛共四个环节，第一
环节，少先队知识测试。主要考察
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基本知识的掌
握情况；第二环节，工作情境处理答
辩。考核辅导员日常工作的落实和
辅导员专业性素养；第三环节，说课
展示。通过以说课形式，分享活动
辅导技能展示。第四环节，分享学

“爱陪伴·助未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系列报道

我校组织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

—— 青少年健康护航公益活动在我校举行

与。活动由市教育局基教科负责人尹佩
弦主持。
活动伊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
流中心副主任曹红指出青少年健康护航
项目旨在改善提升基层学校公共卫生条

分享研究成果 助推教师成长
—— 王小明名师工作室骨干成员赴湖科国培班作课题研究报告
本报讯 刘勇华报道：10 月 12 日，我
校市级名师工作室——王小明名师工作室
一行 6 人赴湖北科技学院，
为该校
“国培计
划（2020）”
——青年教师学科教育教学能
力提升培训班学员做题为《核心素养下的
小学数学除法教学研究》的主题报告。
伊始，名师工作室主持王小明老师为
学员们介绍学科研究的背景，即名师工作
室关注到小学数学教学中，计算教学始终
为教学的主线，而除法教学尤为重要，因
此，工作室近阶段主要研究除法教学。本
次讲座带来二、三年级共计 5 节研究课，

围绕研究成果进行汇报。
活动中，樊春晖、朱亚兰老师主讲二
年级《有余数除法 例 1》，樊老师做了详细
的教材解读，包括各版本的教材对比，以
及课堂的情景再现等。朱老师着重做了
本课的学情分析，介绍了前测的相关情
况，随后为学员们详细介绍本课的设计流
程以及设计思路；方如琼老师结合教学实
践，从数学本质上分析了“为什么余数要
比除数小”。课堂教学选择小组合作探
究，让学生经历在操作和想象中感知规
律，比较和推理中发现规律，拓展和延伸

立志向 修品行

中理解规律的过程，帮助学生理解“余数
要比除数小”概念；苏爱萍老师分享了除
法竖式的演变历史，详细介绍课堂中如何
调动学生主动完成竖式计算；刘勇华老师
分享三年级《除数是一位数的笔算除法
例 1》，他介绍本课的学习关键是要通过
演练、讲解等活动让学生理解计算除法是
分步来除（分）的概念，并分享了自己课堂
教学的技巧方法。
王小明老师主讲三年级《除数是一位数
的笔算除法 例 4》，
该课的重要目的是学生
在前面的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除数

是一位数的笔算除法的计算方法，
如何让学
生自己总结出方法呢？王老师对比了新旧
两个版本的教材，认为有了加法计算方面
的迁移，
学生完全有能力自行总结算法。
报告引发了学员们深度思考，来自全
市各县市区 100 余位教师们对本次报告
及王小明名师工作室六步研课法给予了
高度评价。讲座之后，湖科教育学院的唐
荷意老师指出，王小明名师工作室的研究
汇报给学员们带来宝贵的课堂实践研究
成果，她表示期待学校间长期合作，携手
共创国培精品课程。

练本领

—— 我校师生代表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咸宁市第二次代表大会
本报讯 李思琪报道：10 月 13 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咸宁市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咸宁市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我校 10 名
优秀少先队员代表、7 名辅导员代表、2 名
团教干部代表应邀参加了本次少代会。
会上、我校代表认真参加了少代会的

各项议程，积极讨论并审议中国少年先锋
队咸宁市第一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提
案报告。在各项活动中，我校代表充分展
示了积极向上、心怀祖国的良好形象。
会后，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参加此次
盛会，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大

家一定会倍加珍惜此次难得的机会，认真
履行使命、积极建言献策，深入学习和领
会会议精神，要向全体少先队员做好少代
会精神的传达和宣传，牢记习爷爷的教
导，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高举队旗跟
党走，
争做新时代的好队员。

湖北科技学院国培班青年教师来我校观摩研讨
10 月 14 日至 16 日，来自全市各县
（市、区）70 余名湖北科技学院“国培计划
（2020）”青年教师来我校参加为期三天
的数学教学研讨活动，湖北科技学院教育
学院邓红莲、刘任丰老师全程参与活动。
活动由我校课程管理处主任王小明主持。
据悉，本次活动是根据《教育部办公
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培训实施
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并结合湖北科
技学院“国培省培”项目安排，由我校制定
教学研讨方案。活动旨在通过开展公开
课教学研讨，引领教师扎根课堂教学，深
入研究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搭建校际教师
交流平台，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
活动中，首先由一年级陈沁梅、徐文
婷两位老师带来《认识钟表》和《6 和 7 的

认识》两节精彩的观摩课。两位老师在课
堂上以轻巧、良好的课堂组织，不失时机
地点拨、巧妙地启发和引导、激发学生们
的参与热情，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课堂讨论取得良好效果；二年级数学
组王枫和张春芳老师执教的《乘法的初步
认识》同课异构教学展示，从不同的学情、
不同的视角出发，展示教学的“异构”差
异，彰显不同的课堂特色；杨歆、甘倩老师
分别带来了北师大版《倍的认识》、人教版
《倍的认识》，她们通过大量操作活动，让
孩子在观察、比较、变化、抽象中经历建构
倍的直观模型，培养了学生的数学抽象、
推理、建模以及几何直观等数学核心素
养，让学生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熊文
娟、贺丽两位骨干教师分别带来四年级组
研究专题《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两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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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课，熊老师授课流程清晰、语言简略，以
抽象的算式和直观图形相结合的方式帮
助学生理解算理。贺老师善于提问、引发
思考，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引导学
生通过自主探索培养学生数学创新思维
能力；五年级青年教师陈翠娟，吴远情分
别带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和《植树问
题》。两位老师教态自然大方语言精炼，
让学生经历和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感悟
数学思想和方法，重视知识的迁移和转
化；刘雨盈和唐友成分别带来六年级数学
《倒数的认识》和《分数除以整数》两课，刘
老师这节概念教学，紧扣“倒数”的本质，
大胆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探究、交流，为
学生提供了充分的思考空间，再不失时机
的点拨、引导，帮助学生归纳、总结；唐老
师从学生熟悉的整数除法开始入手，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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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除以整数的算式，通过画图推导及分
析算法，
化繁为简、深入浅出。
每节课都充分体现学科特点，注重数
学的本质，从感性认识到具体的特征认
识。教师指导细致点评到位,学生积极参
与展示踊跃,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精彩,课
堂生成生动活泼,学生成了课堂的主人。
为期三天的教学研讨结束之际，国培
班的青年老师们纷纷表示，此次观摩研讨
课的开展，为学员搭建了一个成长平台，
学习中拓宽了视野，更新了观念，也让他
们坚定了从业的信心。本次活动不仅帮
助了国培班青年教师成长，更重要的是
让我校教师在专业素养和教学技能上攀
上新台阶，同时有效地促进教师的教学
积极性，对教师专业化发展起到了极大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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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汪菡报道：
自全
市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
活动以来，
按照市纪委工作部
署要求，
10 月 10 日下午，
咸宁
市实验小学组织全体教职工
集中观看《权力之刃 滥用之
殇》
《蜕变》廉政警示教育片活
动。
两部警示教育片，
以案说
纪，
以案说法。全方位生动讲
述了多名领导干部理想信念
不牢、纪律意识不强、党性修
养不够，严重违纪违法。深
刻分析了问题背后的思想根
源 ，警 示 发 人 深 思 ，令 人 警

醒。警醒广大党员干部、教职
工务必坚守初心，牢记使命，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牢牢
把握纪律要求，廉洁从教，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和价
值观。
这次集中观看廉政警示
教育片，
旨在进一步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
扎实推进我校教育
行风建设，
强化广大教职工廉
洁自律意识，汲取教训，反躬
自省，强化廉洁意识，践行廉
洁自律，
营造风清正气的校园
环境，
坚定不移推进我校教育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钱琴、汪菡报道：为丰富我校退
休党员、教师的生活，10 月 22 日，咸宁市实验
小学开展了“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的主题教
育活动，增强党员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
仅展现了他们永葆青春的精神风貌，也让他
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上午 8 点，25 位退休党员、教师集中学校
东大门乘车前往咸安区高桥镇。许久未见的
老教师们，一路上嘘寒问暖、其乐融融。大家
首先参观了“131”澄水洞，领略了国防独具魅
力的地下军事工程；紧接着参观了"三一八"惨
案纪念馆，再现了日寇当年侵略九门万的惨
绝人寰的场景，回顾历史、不忘国耻；最后，老
师们游览了白水畈萝卜小镇，欣赏四季花海、
体验田园乐趣，
感受新时代乡村的发展。
饮水思源，在学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老
教师们为咸宁市实验小学的创建、发展和壮
大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
老党员、教师的退休生活，同时增强了退休党
员、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深刻领会要
修身怀德，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我们将一如
既往地以感恩心对待为学校奉献了一生的老
教师们、关爱他们的老年生活。

重温红色记忆 情暖重阳佳节

基金部副处长吴东，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研究员刘正奎教授，助理研究员韩茹以
及咸宁市区各学校教师代表等共同参与
了此次活动。咸宁市教育局副局长李祖
习、咸宁市实验小学校长杜小清陪同参

件的同时，帮助受疫情影响的青少年儿童
尽快调整状态，提升心理弹性。她表示，
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基金会携手捷豹路虎(中国)开展青少年健
康护航项目，提高社会、学校、家庭对青少
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和认知，合力为青
少年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摩了由我
校教师罗秋云带来的一节精彩的心理辅
导课《情绪卡片》，课堂从孩子的角度出
发，以体验与感受为主线，引导孩子生在
活动中自悟自得，让孩子学会在学习、生
活中遇到烦恼时能够自我调节情绪。
评课中，教授刘正奎充分肯定了授
课教师在贯彻课程理念、借助多媒体教学
手段、利用各种纸质教具丰富课堂内容，
教学中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方面所取得
的成效。
现场，
教授刘正奎做了
“疫情防控常态
化期间中小学心理健康问题应对”的专题
讲座，他指出根据目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特
点，
学校要继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提高学
生心理素质，
依据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总
体防控策略，科学准确分析研判疫情形势
走向，
坚持严防死守、
精准防治。并从科学
的角度和案例实操方面为少年儿童、教师
在疫情后心理重建提供了现场指导。
随着国家对疫情防控向好的态势进
一步巩固，校园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阶
段。我校将继续全力以赴地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同时加强心理疏导，做好人文关怀，
配合开展好青少年健康护航公益项目。

记退休党员、教师参观红色基地教育活动
——

本报讯 朱曲波报道：15 日下午，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捷豹路虎中国青少年梦
想基金“爱陪伴·助未来”——青少年健
康护航公益活动在我校顺利举行。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流中心副主任曹红，

习感悟。
此次展示活动，内容丰富、互动
性强，进一步提升了少先队辅导员
们的专业素养、激发了大家做好少
先队工作的热情。辅导员们纷纷表
示，将进一步增强做好少先队工作
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少
年儿童理想信念的引领者、实践体
验的组织者、健康成长的服务者。

雅行教育

践行雅言雅行
争做实小儒雅少年
同学们：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一转眼，到了我们第三期校园
文明雅行推广宣传，前两期我
们学习到的校园雅行规范，老
师相信你们收获一定很多，
“腹有诗书”的儒雅肯定是实
验小学学生的模样！本期栏
目我们接着学习，你准备好了
吗？
今天，小曲老师要和大家
分享什么呢？我们来谈谈集
会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在校
园行走、路队呢，你身边存在
不遵守秩序的现象吗？还有
在餐厅，如何做到文明就餐？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集会之雅
目标：在参加集会、观看
文艺表演、体育比赛等场合讲
究文明礼貌、爱护环境、专心
欣赏、礼貌喝彩。
具体规范：
1、集合整队，做到快、静、
齐。
２、参加集会活动要站队
入退场，时刻保持班级良好形
象。
３、认真聆听台上教师和
学生讲话，不交头接耳。
４、观看演出时尊重演员
劳动，在合适时机给予掌声喝
彩，无特殊情况时不提前退
场。
５、不爆粗口，不喝倒彩，
不吵闹。
６、保持会场卫生，不吃

零食，
不乱扔果皮纸屑等。
二、行路之雅
目标：在徒步行走、乘用
交通工具等方面讲究文明礼
仪、扶老助弱、主动让座。
具体规范：
1、走 文 明 之 路 ，挺 胸 抬
头，目视前方。
2、不勾肩搭背、不随意横
穿马路。
3、不骑小黄车上下学。
4、乘坐公共汽车时要排
队，主动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让路。
5、见到老师、客人时主动
让路，主动问候：
“ 老师好、客
人好”。
三、餐饮之雅
目标：在家庭日常就餐、
公共场所用餐，遵守用餐礼
仪。做到讲究卫生、爱惜粮
食、文明用餐、节约用餐。
具体规范：
1、就餐前，在班级门前集
合站队，
有序进入食堂。
2、适 量 盛 取 食 物 ，不 剩
饭、不剩菜。
3、就餐时不喧哗，安静就
餐。
4、就餐时保持餐桌、地面
整洁。
同学们，你学会了吗？让
我们一起行动，从珍惜粮食、
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开始，养
成良好的习惯，争做一名实小
儒雅少年吧！
本期文明雅行倡导员：
小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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