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日中午，该园还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
的美食品尝会，邀请全体家长品尝幼儿日常
菜肴，以便家长更好地了解幼儿园在园用餐
情况，共同关心幼儿成长。

为了这一次家长品尝会，该园的食堂工
作人员和后勤老师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活
动当天，老师们巧妙地对桌椅进行摆放，将品
尝会布置得像自助餐厅，简洁而温馨。

在老师们有序的指挥带领下，小朋友们
排列成整齐的队伍步入教室。家长们依次
落座，就看到桌上摆满了精心准备的主食辅
食系列10余种菜品，都是幼儿日常菜谱中常
见的食物。有各种花式点心，如爆米花、布丁、
红枣糕、紫薯球等；有色、香、味俱全的美味菜
肴，如四喜丸子、宫保鸡丁、鸡翅根、蓝莓山药
泥等；还精心准备了汤类和饮品——热牛奶、
红枣银耳莲子羹、咸宁糊汤、排骨莲藕汤。

科学营养的搭配、细腻精巧的加工、咸
淡适宜的口味赢得家长的一致认可，家长们
在活动最后还认真地反馈了美食品尝体验，
留下了自己的宝贵意见。

“老师，莲藕外国也有吗？”“莲藕原产于印
度，但在中国经过了长期发展，是特色湖北菜之
一哦！”幼儿园老师们还结合美食品尝会的特
点，适时开展科普教育，用最简单、最通俗、最易
懂的语言，向小朋友们详细讲解了中华传统饮

食文化。并以提问的方式与小朋友进行了互
动。顿时，教室里热闹了起来，孩子们在互动中
不知不觉地学到了中华八大菜系、特色饮食风
尚、中华知名菜品等知识，有效开阔了视野。

“此次新年联欢活动，师生家长齐参与，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化。”该园园长陈华介
绍，积极抓住教育契机，通过传统佳节表演、
民俗手工艺制作、中华美食品尝会等活动，营
造浓浓的节日气氛，让幼儿感受民俗文化、了
解传统节日，欢庆传统佳节，体验节日快乐。
也展现了该园小朋友学习生活中的快乐以及
积极向上的成长足迹。每个孩子在展风姿、
献才艺的过程中增强了自信心，潜能得到充
分的发挥，同时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

据介绍，近年来，在素质教育理念工作
的引领下，该园围绕实际办学情况，结合特
色教育课程，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
活动，让孩子全方位地接触家乡的风景名
胜、特色美食和特色民俗文化等，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和家乡的美，培育孩子热爱自然、
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结，受到家长和教
育界的一致赞誉。

让文化基因代代传承
——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开展“庆元旦”主题活动剪影

记者 陈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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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新时代，风起扬帆正当时。连日来，
市教育系统掀起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校园、进
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热潮。一场场生动的宣
讲会、一次次热烈的讨论、一篇篇感情真挚的
体会……学校把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作为教
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切实让爱党爱国之情在
师生的心中……

把十九大精神带进校园

走进校园，扑面而来的是浓厚的十九大
宣传氛围，学校大门、宣传栏标语显目，橱窗、
黑板报、网站设立十九大专栏，内容全面，可
读性强，“两微一端”适时推送十九大精神
……学校灵活运用各种载体和平台,积极开
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让党的十九大
精神如春风化雨，带进校园。

在市实验小学，党的十九大精神已转化
为推动文明校园创建的具体举措，转化为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行
动力量。他们通过开展讨论交流、升国旗、故
事分享、经典诵读等新颖多样活动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
的美好祝愿。“同声诵经典”校园巡回展演咸
宁站，一群彬彬有礼的小萌娃齐聚市会议中
心，传递经典，诵读经典，市直教育系统党建
暨德育工作会议上，学生书法课、空竹表演、
巴乌演奏、琴棋书画等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
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代表们在会上
交流的宣传十九大精神作法成为大会最大的
亮点。

在市温泉中学，党的十九大精神已落实
到实际行动中，他们通过入户家访、网络问卷
等形式开展家访征集意见活动，全面了解家
长对学校教学质量、师德师风、办学条件和关
爱学生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力求把学校的温
暖、关怀送到每一户学生家中，送进每一个学
生、家长心中。

在湖北科技学院，宣讲已全面铺开。34
场十九大宣讲活动，13场校宣讲团主题报告
会，直接听众约15000人，全校67个院部职

能部门，24个党总支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大精神热潮，将十九大精神传遍湖科的
每个角落，引发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响。

据统计，全市教育系统共召开学习传达
十九大精神会议129场次，组织专题学习78
次，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内容开
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共3次。组织领导干部
参加新时代咸宁讲习所讲习班集中轮训4期，
一共轮训32人次。各县市区、市直学校共轮
训27期，一共轮训师生28663人次。全市各
级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开展十九大精
神宣讲，共有200余人次开展宣讲，做到党员
干部、师生员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全覆盖。

让十九大新思想走进课堂

湖北科技学院通过开展“心之所向、为国
而歌”爱国演讲比赛、“点赞十九大，湖科青年
说”科技文化活动、“升国旗，扬爱国精神”集
体活动、“手绘十九大、图说爱国情”图片展览
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十九大宣讲活动，学校宣
讲团从“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凝
心聚力共协商，矢志不移中国梦”等角度深入
浅出、全面系统宣讲十九大精神，让十九大精
神浸润每位师生的心田。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积极组织师生浏览
“砥砺奋进的五年”成就展网上展馆，召开“学
习贯彻十九大，创造工作新业绩”会议和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交流会、主题演讲
会，直接参与人数达10000人次。

鄂南高中通过“听”明、“说”透、“读”记、
“写”悟，吃透十九大精神。他们通过组织教
师研讨十九大与本学科的契合点，在学科渗
透十九大精神；邀请学生家长、党校优秀学员
走进课堂为高二400多名师生作主题报告；
通过主题班会畅谈十九大精神实质，引起了
大家的共鸣。

咸宁实验外校,一场别开生面的“学习十
九大精神 牢记党恩 ”的主题朗诵比赛正在
进行。学生通过快板、散文诗朗诵比赛等丰
富多彩的形式,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牢记党恩,感恩奋进。“让我们的小
学生以小手牵大手的形式从小学会感恩,把这
些精神带给我们的父母和家长，让整个社会都
知道十九大的精神和要点。”校长甘老久说。

将十九大精神编进教材

教科院根据十九大报告的新提法、新举
措，研究中小学教材，及时调整、补充、完善现
行教材，特别对于初、高中思想品德教材中不
符合十九大精神的规定进行归纳、整理出来
进行更新、补充、删减，并进行考点链接和教
材链接，组织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视导5次，
同时重点加强对思政教师的培训，将十九大
精神与高考改革有机融合，举办高考改革新
方案培训班,600人参训，举办了市新高考专
题第二期上海培训,近90人参培训。

湖北科技学院全面启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会。面向教师开
展覆盖全体思政课教师的专题培训班，分层
次分批次开展培训，通过机制化推进集体备
课活动，从教学总目标出发，聚焦到每个章
节，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有机地融入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

咸宁职院开展“走进党的十九大”思政课
教师巡回授课活动，每位教师集中备课一个
专题，在学校进行巡回授课，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时传递给广大青年
学子，深化大学生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理解
和领会，激励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在实现
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鄂南高中利用校园广播精选素材，向全
校学生宣讲，同时精选图文，在信息楼、教学
楼等多处布置展板，让师生利用空余时间读

“十九大”，另外，精选读本，让教师能够随时
读“十九大”，该校各党支部要求每位党员准
备了一本十九大报告单行本，并要求要随时
读，以便更好地记住十九大精神。

咸宁实验小学通过开展“喜迎党的十九
大，做好学生引路人”教师基本功大练兵活
动，提升教师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同时制

定校本课程开发实施措施，努力构建更加适
合学生发展的课程体系。

让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11月18日上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校园讲习所”在市教育局成
立，旨在立足学校资源，构建研究、宣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地。按
照讲得对、讲得好、讲得活的标准，建设了近
50人的教员库。从市级领导中特聘教员，市
教育局和相关学校主要领导带头担任教员；
从专家学者中邀请一批、从典型模范中邀约
一批、从领军人才中聘请一批担任教员；从各
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政治教师中遴选
一批担任教员，确保选出的教员讲习师生愿
意听、想听、听了有收获。同样在当天，湖北
科技学院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院”。湖科组织部副部长李志
雄谈起成立研究院的目的：“引领湖科青年积
极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营造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浓厚氛围。”

市教育局局长李旭东走进通城帮扶点，
与当地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像拉家常一样
为大家答疑解惑，让宣讲活动既有高度，更有
温度。

市教育局发挥“名师工作室”的引领作
用，与城乡学校开展结对帮扶，首批10个名
师工作室以网络平台为主要依托，共安排示
范课约300余节，学科教研员点评课约600
节，送教活动累计参与教师超过4000人次，
在开展教育教学理论培训、教学实践研究的
同时，也将十九大精神的宣讲辐射城乡每一
个角落。

咸宁职教（集团）学校各系党支部积极组
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讲堂、主题团
日活动 、“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
走”黑板报评比 、举办“喜迎十九大”主题班
会 等活动，让十九大精神走进学生头脑，发
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教育声音”。

习习春风拂校园
——市教育局落实“四进”办好讲习所纪实

通讯员 刘安平

科技资讯

2018年冬奥将现机器人志
愿者 为赛场和机场服务

据网易科技报道，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
部近日宣称，计划雇佣 85 名机器人作为
2018年冬奥会多项赛事的志愿者，届时将有
11种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为冬奥会服务。

这些机器人将被部署在平昌、江陵和旌
善三座城市的机场、体育馆和赛事场馆中。
韩国科学技术学院研发的一款人形机器人将
成为一名火炬手。掌握英语、日语和韩语的
机器人将为游客们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它们
将帮助人们了解赛事进度，选择观光地点和
交通路线。

韩国政府采用机器人志愿者的策略也与
LG最新的机场机器人部署计划相匹配。目
前LG设计了两款迷你机器人，其中一款将
作为导游，帮助游客们在仁川国际机场中找
到自己的路线。另外一款是清洁机器人，它
将负责机场的清洁工作。

高通发布骁龙845移动芯
片 AI效能是前代三倍

据网易智能报道，近日，高通发布了最新
移动芯片骁龙845，打造出一款支持包括XR
（扩展现实）、终端侧AI和沉浸式多媒体体验
的平台，同时首次引入了全新的安全处理单
元。高通表示，骁龙845已经是高通第三代
AI计算平台，在AI效能方面是上一代的3
倍。

与前代系统级芯片（SoC）相比，骁龙
845带来了近三倍的AI整体性能提升。

高通表示，骁龙 845 通过 Qualcomm
Aqstic音频编解码器以及功耗表现出色的
低功率音频子系统，始终开启关键词检测和
超低功耗语音处理，优化语音驱动的智能助
手，从而使用户能全天随时通过语音与终端
进行交互。

另外，在高通安全处理单元及AI能力加
持下，基于骁龙845开发的设备，因支持信息
本地处理，可以减少响应延迟，隐私安全也能
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搭载该平台的商用终端预计将在2018
年初开始出货。骁龙845将支持包括手机、
XR头戴式设备、始终连接的PC等在内的终
端。小米雷军已经明确表示小米7将搭载该
芯片。

三星申请新专利 未来或能
“刷手”解锁手机

据新浪科技报道，三星最近提交的一份
专利申请描述了手机的认证系统，该系统将
解锁密码隐藏在用户的手掌图像中，当用户
将摄像头对准自己的手掌时，它会显示一些
字符来提示完整密码。

目前市面上手机的解锁方式多种多样，
从最开始的密码解锁、图形解锁，到后来的虹
膜解锁、指纹解锁、面部解锁，都是有代表性
的手机解锁方式。早在2006年，香港城市大
学的张大卫就在他出版的《掌纹认证》一书中
指出，没有两个人的掌纹是完全相同的，手掌
的血管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掌纹可用于生
物识别技术。

目前尚不清楚三星手机是否会在不久的
将来使用该技术，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可以让多因素认证更具安全性，或者是为手
机用户提供一种帮助回忆密码的新方法。这
也同样意味着，在未来的移动手机安全技术
大战中，三星或许不需要模仿苹果的人脸识
别技术。 （本报综合）

阳光灿烂，是新年绚丽的色彩；金钟朗朗，是新年动人的旋律。

为迎接2018年元旦佳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2017年12月29日，咸

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操场举行了“童心秀美好 萌娃爱中国”庆元旦

新年联欢会。幼儿园300余名小朋友和家长代表，以及全体教师欢

聚一堂，辞旧迎新。

“老师，我的花裙子真好看。”“老师，什
么时候轮到我们呀？”当天早上八点，该园大
班各个班级的孩子，穿着鲜艳的演出服，脸
上画着可爱的妆容，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
依次准备登台表演节目。

另一边，参加观摩的家长和其他小朋友
们，一进幼儿园的大门，就被精心布置的会
场吸引。操场上摆放了各色展板和喜庆的
挂饰，家长和小朋友们不时地发出感叹：“今
天真热闹！”“哇，好美呀！”孩子们纷纷被花
花绿绿的舞台所吸引，他们兴奋地在观众席
上找到自己的座位，时不时好奇地走动观
看。小朋友们萌萌的神情，惹得师生家长们
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为他们拍照。

文艺汇演在两位主持人热情洋溢的新
年致辞中华丽开启，首个节目是是舞蹈《开
门红》，大班的孩子们身着具有民族特色的
花裤花袄，活力四射，为现场群众展现了新
时代中国娃娃的风采与魅力。接下来是表
演《武术操》。“收腰、抬腿、挥拳”别看小朋友

们年纪小，一招一式都表演地像模像样。
“这首中华民谣，老师教过你们，对不对？”

“对，我们也会唱。”舞台下方人头攒动，师生家
长们目不转睛，纷纷为小演员们加油鼓掌。

随后表演了戏曲舞蹈《说唱脸谱》，孩子
们摇头晃脑，每个人都显得那么可爱。《花灯
舞龙闹新年》、《民族舞蹈串烧》、《通城拍打
舞》、《中华童谣》等节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为观众带来了欢乐，引得全场教师、幼儿
跟着挥手互动。最后，文艺表演在舞蹈《灵
秀咸宁》中落下帷幕。

大二班指导老师邓迪介绍，当天，孩子
们的表演都经过精心的排练。活动中，各班
教师利用音乐欣赏、歌舞展示、元旦节日典
故、播放中华传统佳节视频多种形式，让幼
儿了解元旦佳节的来历和习俗，激发了幼儿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集体文
艺表演，孩子们也对舞蹈动作、姿势、音乐节
奏有了直观生动的体验，感受到了集体活动
的乐趣，增强了合作意识。

1 载歌载舞庆佳节

在宽敞的室外活动场所，孩子们跳着
跑着，满脸笑容，充满活力。文艺表演结
束后，在幼儿园的操场上，老师们早已摆
放好桌椅，组织孩子们进行了有趣的集体
活动——手工制作才艺展示。让孩子们用
手中的材料，描绘心中最美的图案，从而感
受元旦浓浓的节日气氛。

孩子们分班级围坐一团，在老师的指
导下，认真地操作着。“汤圆和饺子都是我
们国家的传统食物，汤圆是圆形，饺子是扇
形。”老师提醒着，孩子们一点一点小心地
制作着。做好造型后，在老师的帮助下，大
班的孩子们将橡皮泥揉搓成团，放进用胶
布固定好的盒子里，挂在展板上展示。

大5班的孩子们用画笔在脸谱面具上
勾勒线条，一张生动的戏曲面孔就从面具
上长出来了。生、旦、净、末、丑……色彩斑
斓的画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好看。

大三班的孩子们用五颜六色的纽扣在
画板上组成了旗袍、盘扣、窗花等美丽的图

案。大二班的孩子们将蓝色的剪纸剪裁成
细小的图案，组成了典雅的青花瓷。大一
班的孩子们做的是贺卡。还有孩子们用花
纸做油纸伞。每个小组的手工制作内容不
一样，但都围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庆贺元
旦佳节的主题。

孩子们在活动中呈现的欢快、愉悦、积
极的精神面貌，让家长们笑逐颜开、心花怒
放。课后家长们纷纷点赞：“孩子们在老师
的教育下，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
了解，并且手脑并用，综合素质得到锻炼，我
们做家长的也非常放心。”

“我们组织了这次集体手工活动，让孩
子们自己动手，拥有一个难忘的节日记
忆。”该园大五班班主任黄澜平介绍，在
2018年元旦来临之际，开展以爱祖国、爱家
乡为主题的新年联欢会，有助于让孩子通过
歌舞表演和才艺展示等形式，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萌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美好情感，将中
华文化的美好基因嵌入孩子的心中。

3 品尝美食学传统

2 手工制作展民俗

教育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