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家长：
2021 年寒假即将到来，

我们制定了学生安全事项的
工作提示，请您仔细阅读，教
育、引导和陪伴孩子们度过一
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一、卫生与健康
1.入冬以来，境外新冠肺

炎疫情高发，国内多地出现本
土病例，疫情防控仍不能掉以
轻心。要自觉做好体温检测，
尽量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少流动少聚集，减少不必要的
探亲旅游。一旦出现发热、干
咳等症状时，立即向学校和属
地社区（村）报告。

2.加强健康知识科普，养
成戴口罩、勤洗手、一米线、常
通风、公筷制、分餐制等良好
的行为习惯。讲究个人清洁，
勤洗澡、勤剪指甲、勤换衣，不
共用毛巾、杯子等卫生洁具，
不随意用手揉眼睛，垃圾分类
投放。

3.不吃“三无”食品，不吃
未清洗干净的食物，不喝生
水；少吃高盐、高糖、油炸、熏
制食品。倡导学生每日饮奶，
提升孩子体质健康状况。

4.早睡早起，每天睡足10
小时。

5.选择安全运动项目，坚
持适当体育锻炼，保持良好
的、充沛的精力。

二、出行安全
1.关注天气预报及安全预

警信息，经常学习安全知识，
掌握应急技能，出行前采取必
要防范措施。主动告诉家长
自己的去向、内容、同伴和返
回时间。

2.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到

公共场所首先关注安全出口，
讲秩序，不拥挤，服从指挥。
远离拥挤，避免踩踏。

3.雨雪天要慢行，不走积
雪、积水覆盖和路况不清的路
段，不骑自行车、电动车。不
坐三轮车、农用车等无客运资
质的车辆。

4.不擅自到水边玩耍，不
到河面滑冰。发现同伴滑入
雪坑、低洼或水塘，立即求救
大人，或打 110、120 电话报
警；或用竹竿、绳索等方式智
慧救援，严禁盲目下水施救。

5.参加冬令营、研学旅行
等社会实践活动，事先知悉组
织者、内容、线路、安全保障措
施，不参加不合法、不安全的
活动。

三、平安过节
1.不擅自玩烟花爆竹、氢

气球；不玩商品包装防腐剂、
干燥剂等易燃易爆有毒物
品。正确使用电、气；注意室
内通风，防止煤气中毒。

2.不欺凌他人，不抽烟、喝
酒、打牌、吸毒，不参与迷信、
邪教、传销等非法活动，不玩
危险玩具和危险游戏。

3.不沉迷手机、网络，不玩
色情、暴力游戏。不去网吧、
酒吧以及歌舞娱乐场所。

4.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
轻信网络信息，不传播谣言，
不与陌生网友见面。

5.倡导文明风尚，积极乐
观，尊老爱幼，多与父母、亲朋
好友沟通交流，积极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及其他健康有益的
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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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校王小明名师工作室数
十篇论文在2020年“第三届全国名
师工作室创新发展成果博览会”成果
评审中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名师工
作室创新发展成果一等奖。

近年来，我校王小明名师工作室
围绕“基于核心素养的除法计算研
究”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在整体了解
除法计算教学在小学教材的地位和
作用后，工作室成员针对课题积极探

索与研究。通过对学生进行课堂前
测，对大量前测数据诊断分析，查找
问题、剖析根源、制定策略、解决疑
难，从课堂教学出发，投入大量教学
实践，针对性设计解决方案。工作室
成立两年以来，毎一位成员深知“诗
书勤乃成，不勤腹中空”，在王小明的
主持带领下博览群书，勤学共勉，深
钻细研。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本次评
审中，终于喜结硕果，工作室成员共

收获数十个全国名师工作室创新发
展成果一等奖。

王小明名师工作室倾力搭建中
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及自我提升的发
展平台，注重教师专业发展，充分发
挥名师示范引领作用。在我校课题
研究、理论指导、经验践行，提升科研
水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学校
工作的开展、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作
出了积极贡献。

喜讯！我校数十名教师荣获国家级大奖

本报讯 通讯员罗俊怡、胡钦辉报
道：近日，咸宁市实验小学在学术报告厅
举行了主题为“科学小实验‘边玩边求真
’”家长讲堂活动。活动特邀湖北科技学
院团委书记王凡、核技术与化学生物学院
副书记彭胜国、生物学院教师陈钇江参与
现场指导。市实小校务委员张俊波及一
年级各班师生参与了活动。活动由一年
级（八）班家长陈雯霆主持。

活动伊始，主持人邀请一位小朋友上
台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神奇，当稚嫩的小手
被“仙女施上魔法”后，在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小朋友按下了一份装有酚酞溶液的喷
壶，白纸上顿时显现紫红色字迹，“哇
……”的一声打破了现场人们屏息的静
寂。

活动中，由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带来
的“勇者之殿”、“奇妙的花青素”、“狂欢

的派对”和“师徒四人大战雪怪”四个连
贯而有趣的情景剧为孩子们呈现了一场
精彩绝伦的科学实验表演，现场互动频
频，小朋友们情绪高涨，热情四溢。这几
个有趣的实验给在场师生展示了“大气压
强、虹吸原理、紫甘蓝溶液的化学性质和
聚丙烯酸钠的吸水性”这几个方面的科
学小知识，现场湖科学生专业的解说，结
合有趣的科学实验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

科学知识和原理，同时也让孩子们学会用
科学的眼光看待事物，时刻保持好奇心和
求知欲。

本次“科学小实验‘边玩边求真’”家
长讲堂活动，以环环相扣的故事带领学生
走近科学，有趣的实验丰富了学生的学习
生活，开拓了视野，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学
习科学知识，探究科学奥秘的兴趣，在孩
子们的心中播下了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

趣味小实验 “边玩边求真”
——咸宁市实验小学家长讲堂之科学小实验

党建引领带团建 坚定不移跟党走
党建带团建是新时期基层

团的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加
强基层团建工作、巩固党的青
年群众基础，凝聚青年力量的
必然要求。我校一直坚持以党
建带团建，抓团建促党建，努力
形成共同发展良好局面。

一是坚持政治上“带”，抓
思想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是团
的灵魂，新时代的青年团员教
师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党的领
导，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11月 13日，市
实验小学开展党员夜学，学习
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三卷），
推动全体党员、团员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12月 18日，市委宣讲团
成员来我校开展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全会精
神，我校始终以“党建带团”建
为抓手，思想建设上不断扩大
团组织的有效覆盖，确保新时
代团员教师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团结广大青年教师
听党话、跟党走。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坚持作风上“带”，抓
纪律建设。 10月10日，我校
组织全体党员、团员及教师观
看《权力之刃 滥用之殇》和《蜕

变》廉政警示教育片，以案说
纪、以案说法，强化广大党员干
部、青年教师廉洁自律意识。
通过微信平台，参加线上党纪
法规知识测试全覆盖，这次测
试既是对大家学习情况的“体
检”，又是对近期学习成果的巩
固，真正达到了以考促学、以学
促廉的目的，切实有效地地推
进我校党风廉政建设。

三是坚持活动“带”，抓好
组织建设。党有号召，团有行
动。团的组织建设是团组织各
项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市实
验小学坚持在实践中发挥共青
团的组织动员优势，给团组织

“交任务、压担子、搭平台”提高
青年团员教师服务意识。广泛
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组
织团员青年教师开展“万人洁
城”活动，助力创建文明城市；
深入开展“扶贫、扶志、扶智”活
动，建立唐光友学雷锋关爱未
成年人金钥匙帮扶小分队，团
员志愿者们从学习、生活、心理
等方面入手，积极开展相关活
动，尽最大努力帮助贫困生、留
守儿童，让他们体会到童年的
快乐，弥补孩子们的情感缺
失。在党员同志带领下，成立
党员、团员应急护校队，维护校
园周边秩序，为学生上学放学
安全护航。

“坚定不移跟党走，牢记使
命勇担当”，我校将继续坚持以
党建带动团建，健全党建带团
建机制。与时俱进，带领广大
青年教师坚定不移跟党走。

本报讯 通讯员刘琼、曹三桂报道：
计算是数学知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计算
能力是一项基本的数学能力。听算作为
计算的一个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
用。它既是提高计算能力的基础，也是学
生学好数学的重要前提。为进一步贯彻
新课程标准，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
热情，提高小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计算速
度，培养学生从小树立竞争意识、勇于挑
战自我的精神，近日，我校一年级举行了
数学“听算比赛”。

赛前，一年级数学组教师制定了详实
具体的活动方案，对评比方法、比赛试题、
参赛事项作了严格的要求，确保了活动顺

利进行。赛时，各班学生严格遵守参赛纪
律，小选手们专心致志、认真听题、速思速
算，一个个当仁不让、胜券在握的俊俏模
样，足以可见平日训练有素，方得赛中挥
洒自如。

赛后，老师认真批阅。按预定方案，
各班选出满分且书写美观的学生10名为
听算小达人，并颁发奖状以鼓励勤学。

通过此次听算活动，不仅训练学生学
会“耳到、心到、眼到、手到”，而且让学生
养成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在
今后的教学中抓好专项训练，加大练习力
度，争取不断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努力
提升学生数学素养。

时速听算 唯快不破
——记一年级数学听算比赛

本报讯 通讯员彭瑾、朱亚兰报道：为
了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数学思维
能力。近日，二年级举行了主题为“我是口
算小能手”数学口算竞赛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前后历时两个月，旨在
通过阶段性训练，提升学生口算能力。活动
中，各班相继进行3轮预赛后选出正确率
高、口算最快的5名选手晋级年级决赛，年
级决赛采用限时10分钟口算120道题的竞
赛赛制，其中赛题精巧而灵活，包括100以
内的不进位加，进位加，不退位减，退位减，
连加，连减，带小括号的加减混合运算，乘
法，乘加，乘减等，经年级决赛综合计算速度
和正确率决出一、二、三等及特等奖若干名。

比赛现场，随着老师的一声“开始”，小
选手们奋笔疾书、沉着冷静、答题神速，他
们将平时训练的速算技巧用于实际，在短
短的几分钟内，表现出高超的速算能力。
时间转瞬即逝，从孩子们紧张的表情中，可
以感受到他们奋勇争先的决心和信心。

通过本次数学口算竞赛，发挥了学生
的主动性，帮助学生提高了口算速度和正确
率，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热
情，提升了数学素养的同时建立了口算训练
长效机制。孩子们各个信心满满，决心从现
开始在学习中养成“正确、迅速、合理、灵
活”的口算习惯，为下次的数学速算做准备，
让自己的数学计算能力逐渐提高。

咸宁市实验小学二年级举行

“口算能手”数学竞赛

咸宁市实验小学是一所具有五十余
年光荣历史的名校。学校先后走出特级
教师8名，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学子；现如
今，朝气蓬勃的学子在这里快乐学习；辉
煌的办学历史，不变的是传承，校史馆内

“爱、思、雅、正”四字校训是学校办学理念
的高度浓缩；铸“鄂南一把金钥匙”，传承
名校精神；办“党员夜校”加强思想建设；
做“红烛先锋”不忘初心使命；用校园文化
陶冶学生情操。咸宁市实验小学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之路，
2020年再次荣膺“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立雅力行 厚植文化润泽心灵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国旗下的成

长”渗透品德教育；践行“五德教育”、开展
“五不四见”、“八夸八告别”活动，弘扬文
明礼仪，树立理想信念。开展“争做新时
代好队员”主题活动，培养美德少年；六一
美育节表彰，“十佳少先队员”“星级人
才”，树立未成年人身边的道德标杆，让星
星散发榜样的光芒，形成未成年人共同的
道德追求。

传承传统文化，培育儒雅少年。开
展雅行教育，全面增强育人实效；开展

“戏曲进校园”、举办美育节、组织社会实
践活动，张扬学生个性；落实“阳光体育
大课间”，全市体育竞技连续7年荣获团
体总分第一，运动会、科技节，好戏连台，
节节开花，成为同学们展示勇气和智慧

的舞台；坚持开放式办学，举办家长讲堂
和开放日活动，为学校教育打开一扇新
门。

求新锐思 构建多彩校本课程

课程育人，提升核心素养。开发特色
校本课程，促进学校特色发展。开发校本
课程，打造学校文化的靓丽名片。校级课
程开设科技、艺术、体育、综合四大类，共
开发56门课程，编写教材123本。课程
引领、课堂生长，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凭
借校内网站、微信平台发布校本课程系
列报道，校本课程俨然已成为打造未来
学校的一块基石。学校将继续坚持以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本，切实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努力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实现以课程文化为核心的学
校文化。

学校秉承“交给学生一把金钥匙 ”的
办学理念，坚持立德树人，打造和谐文明
校园；坚持特色强校，努力推进素质教育；
坚持家校共建，凝聚教育合力。准确把握
时代脉动，积极研判教育形势，充分了解
教育需求，立足事业发展实际，通过确立
载体、强化意识、重视群体、塑造品牌，建
和谐校园，走内涵发展之路。咸宁市实验
小学，用55载春夏秋冬浓墨重彩地书写

“交给学生一把金钥匙”的办学理念，自是
育得“桂子花开，十里飘香”，勤实耕耘换
来满树硕果。

浓浓桂香溢校园 文明之花结硕果
——咸宁市实验小学全国文明校园创建纪实系列报道（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