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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天地

11 月 27 日 ，曾
都区北郊办事处五
眼桥中心学校举行
法治教育进校园活
动，联合检察、公安
机关和共青团组织
对全校师生开展法
治 宣 传 教 育 ，共 建
阳光校园。

（随州日报全
媒记者 徐斌 通
讯员周炎勇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雨田、吴军、陈红
明）“听武汉专家这么一讲，我们对 2021 年高
考我省命题的方向和思路明确多了……”近
日，参加完“名师讲堂”政治专场的杨老师从
曾都一中报告厅走出来兴奋地说。

2020 年 11 月 25 日、26 日，随州市教研室
有幸请到了武汉教科院的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 8 个学科高中
教研员来为我市各高中教师开展“名师讲堂”
活动。活动围绕新高考方向、新题型训练及
复习建议，新教材使用与课堂教学方式建议，

选科导向与高校录取信息等三大方面开展。
我市 18 所高中共计近 500 名教师参加了

此次活动。活动结束后老师们都反映专家们
讲的内容很实在，受益匪浅，通过名师的引
领，为我市和各校今后的高考复习备考等教
研工作指明了方向。

25 日下午，高中数学“名师讲堂”在随州
一中学术报告厅召开，郭晓凌老师的报告没
有很多高端的理论，非常接地气和实用，老师
们的反响非常好，收获满满。施思华老师从
国家政策层面介绍考试评价制度改革进程，

讲解了英语科高考命题依据，并以此为依据
对如何应对 2021 年新高考，全面阐述了高中
英语复习备考的教学策略，给老师们如何做
好各轮复习提供了颇具操作性、指导性的教
学建议。

26 日下午，高中物理“名师讲堂”在随州
二中开讲，主讲专家是武汉市教科院中学物
理教研室的陈继明，他结合大量实例分析了

“学业合格考、学科高考、高校自主招生”三种
类型的试题对“课标中各层次要求”的对应体
现。武汉教科院的吴明好给全市化学老师做

了深谙化学考试实施路径、细琢新高考一轮
备考专题报告。报告会上吴老师声情并茂、
绘声绘色、金句连连，引起在场老师的一致共
鸣。

广大参会教师纷纷表示，此次“名师讲
堂”有很强的针对性、示范性和指导性，对大
家开展地理课堂教学、制定备考方案等都具
有重要启示作用。这次大讲堂极大地促进了
全市高中地理教育教学工作的交流与发展，
为本市高中地理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新的努力
方向。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林海燕）11月 27日，随州市新
华杯“当好主人公，建功新时代”教学比武暨湖北省第
七届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随州选拔赛正式开赛。

此次选拔考试赛由随州市总工会、市教育局、市
教育工会主办，比赛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学
科为语文、数学、英语及综合，竞赛内容分为教学设
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三个部分。比赛获一等奖的
选手，将择优推荐授予“随州五一劳动奖章”。

据悉，此次比赛旨在激发广大青年教师在教育教
学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锤炼青年教师教学基
本功，不断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推动随州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建、易力、赵能芳）近日，
2020曾都区“劲酒杯”职工乒乓球赛正式拉开帷幕，经
过 19个团体参赛队激励又紧张的角逐，曾都区北郊五
眼桥中心学校教师组队代表区教育局系统参赛，取得
了团体冠军，个人分别取得第一名、第三名、第四名的
好成绩。

嗨，大家好我姓姚，你们叫我姚导好了，今天我要
带领大家去西沙群岛游玩，西沙群岛在海南省的西北
部，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

那里的海水有深有浅，五光十色，美丽无比：有深
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从海面上看，颜色就不
同了。那里还有一片海滩，海滩上有着美丽的贝壳，
在海滩上，特别引人注目。

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鸟，
树下堆积着一层厚厚的鸟粪，这也是非常宝贵的肥
料。

喜欢看美景的人，一定要来西沙群岛游玩。
（作者学校：随州市外国语学校南关口校区小学

三（三）班）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钟南山爷爷不顾个
人安危，冲到了抗疫最前线；医护人员在抗疫一线与时
间赛跑抢救病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警务人员、社区
工作人员、志愿者们舍小家顾大家……我问妈妈，这些
人不怕被传染吗？妈妈说，不，他们也怕，他们也有家
人，但是他们心中有大爱，他们是最美逆行者。我又问
妈妈，他们是为了个人利益吗？妈妈说，不，他们不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现在每天读的《朝读经典》告诉我们，“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看重的是道义，而小人看重的
是利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些最美逆行者们不都
是心中有大爱的君子么？“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心胸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忧惧不安。“君子怀德，小
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品德高尚，胸怀远
大，视野开阔，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虽然我只是个小学生，但是我一定要多读《朝读经
典》，用经典里面的名人名言来启发自己，约束自己。
平时生活和学习中，不与别人斤斤计较，宽以待人，德
智体全面发展，长大以后努力做一个心中有大爱的君
子，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作者学校：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五二班 指导
老师：张娜）

“名师讲堂”再搭台 武汉名师来传经

武汉教科院专家来我市指导新高考备考教学

全省第七届中小学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随州市选拔赛举行

五眼桥中心学校
职工乒乓球赛获佳绩

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
姚欣妍

做个心中
有大爱的君子

周子轩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方方、郭瑞芳）连月来，随
州职业技术学院学子参加全国类职业技术技能大赛
频频获奖，11 月底，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
力与信息素养大赛揭晓，随州职院学子共获得 1 个一
等奖、5 个二等奖、10 个三等奖，获得团体全国三等奖
和特殊贡献奖学校荣誉。其中学前教育专业的王佳
囡同学获得 Office商务应用能力赛项——简报设计赛
项的全国总决赛一等奖；许豪杰、管一凡、李彩艳、王
瑜琪等同学获得全国二等奖。11 月 1 日，2020 年第十
一届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服装制版与工艺大赛在河北
刑台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随州职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学生邱爽获得二等奖。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姚世雄）近期是流感、水痘等
疾病暴发的高峰期，为了孩子的健康，曾都区府河镇
高级小学积极联系卫生防疫部门给学生接种流感疫
苗，同时利用安全课、黑板报、校园广播等渠道开展宣
传教育。教室、寝室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供孩子饮
用，晚上供孩子洗脸、泡脚。对身边的学生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治疗，确保孩子健康成长。

随州日报讯（钱程、杨成军）近日，曾都区洛阳镇
高级小学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主题教育活动，
引导师生发扬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营造“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的深厚氛围。

活动主要通过师生集会、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
手抄报等宣传途径，教育学生从节约一粒米、一滴水、
一张纸等小事做起，做文明就餐、光盘行动的践行
者。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老师还利用工
作群、家长群发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倡议书，倡
导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履行监护人职责，为孩子树
立榜样。

活动开展以来，师生们进一步增强了节约意识，
餐饮浪费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俊涛）为了贯彻落实曾都区教育局关于“拒绝有偿家教，净化教育
环境”会议精神，近日，曾都区涢潭中心小学班子成员组织全体在职在编教师学习了相关文
件内容，并针对有偿家教的话题展开了大讨论。

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有偿家教”违背了爱岗敬业，献身教育这一师德的基本要求，
偏离了热爱学生、教书育人这一师德的核心内容。会后，全体教师签定了《涢谭小学拒绝有
偿家教》承诺书，举行了“远离有偿家教，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宣誓活动。

随州日报讯（通
讯员胡安华）近日，广
水市应办中心中学联
合广水市公安局开展
校 园“ 收 刀 ”专 项 行
动，对学生进行突击
搜查，排查管制刀具
等违禁物品，增强了
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法
律意识 。

校园安全问题一
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
头等大事，应办中心
中学认真贯彻“珍爱
生命，安全第一”的育
人宗旨，努力提高学
生的安全意识。学校
加大宣传力度，充分
利用黑板报、橱窗、宣
传栏等宣传各项安全
知识。严抓细管，利
用主题班会、致家长
的一封信、签订安全
责任承诺书等形式，
对学生进行交通、食
品卫生、防溺水等安

全教育。定期排查，每月对校
舍、教学设施等安全隐患进行
排查检修，定期开展紧急疏散
演练活动，提高全体师生的安
全意识和紧急避险能力，杜绝
安全事故的发生，打造平安校
园。

随州职院学生
参加国家级比赛捷报频传

府河镇高级小学
严防传染病

洛阳高小
开展勤俭节约教育活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创建）近日，曾
都一中学术报告厅内召开了体艺特长生
期中总结表彰暨随州市球类运动会总结
表彰会。

此次比赛，不仅展示了曾一学子们
的风采，也展现了曾都一中一直以来对
体艺活动的重视和投入。会上，该校负
责人鼓励全体体艺生：树立远大的理想

和目标，专业训练和学业兼顾，做一个品
质优秀的体艺生。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晏坤山）近日，
随外全体教师齐聚高新校区学术报告
厅，隆重举行第二十二届教育论坛。本
期论坛的主题是“让学习真实发生”，来
自五个校区、不同学段的 10 位老师分享
了他们的教育智慧。

自 2006 年建校以来，随外一直在进
行教育改革，而真正的教育改革的发生，
既取决于学校的价值追求，又取决于学

校的改革智慧。此次论坛提出：“让学习
真实发生”就是要把教学变成学习，把教
的逻辑转化成学的逻辑；把课堂转变成
学堂；把学习方式深化成育人方式。

不同学段、不同校区在面对“如何让
学习真实发生”这一主题时，实施了不同
的策略，也收获了不一样的惊喜。有通
过“整本书阅读”来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的语文教师，有引导学生进行“小课题”

研究进而让学生爱上数学的数学老师，
有整合资源研究低段绘本的英语老师，
有注重教师语言修炼和与学生心灵对话
的小科老师，有用爱引导、用情感染、用
心浇灌和用智慧点燃学习激情的班主
任，有将游戏与学习有机结合培养孩子
学习素养的幼儿教师。教育论坛中，大
家“讲”教育故事、“悟”教育之道、“谋”共
同发展，交流了思想，碰撞了智慧。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宫春笋）为进一步提高学生
阅读的能力，落实学生课外阅读的目标。近日，曾都
区万店镇小学召开了“阅读教学研讨会”。

研讨会在四（3）班张巧老师呈现的“整本书阅读”
展示课中拉开了序幕，随后进行了精彩的评课议课、
策略分享和困惑探讨环节。大家一致认为：开展丰富
多彩的阅读展示活动是当下推进学校阅读教学和提
升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手段。

通过此次观摩和探讨活动，该校的语文教师对阅
读策略有了更为整体的认知，在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
题上也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万店镇小学
开展语文阅读教学探讨活动

← 近日，随州市外国语学校举行第 50 期少年说，
六年级全体学生共同欣赏了这场“少年说名人”的视听
盛宴。

（随州日报通讯员 储韵文摄）

曾都一中对体艺工作开展总结表彰

随州市外国语学校举办第二十二届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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涢涢潭小学开展“拒绝有偿家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