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一本好书其实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
谈话，从中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和做人的道
理。我觉得《朝读经典》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每次翻开《朝读经典》时，书中那些高尚的人
都会一个个向我走来。

欧阳修说:“满招损，谦受益。”他告诉
我，自满使人沾沾自喜，裹足不前；谦虚才能
使人进步，有所成长。看到这里，我便暗自
下决心，以后在学习上一定不能骄傲自满，
不能有了一点小进步就沾沾自喜，一定要谦
虚，再接再励，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展现出了他忧国忧民的
伟大胸襟和胆魄。虽然我们无法像范仲淹
那样大公无私,但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身
边的点点滴滴做起，为国家节省资源，保护
环境。比如说我们养成不乱扔垃圾的习惯，
上学路上看到垃圾能主动拾起来丢进垃圾
桶。

《朝读经典》中有个《今日歌》也使我很
受启发。今日的事要今日做，不能拖到明
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有一个星期六
的晚上，我拿出书本准备做当天的作业，可
是又一想，明天星期天不用上学，还是留到

明天再做吧，今晚就轻轻松松地看一看动画
片吧。当我打开电视看得津津有味时，脑子
里突然想起《朝读经典》中的《今日歌》，于是
赶紧关掉电视，认认真真完成作业。

通过诵读《朝读经典》，我学会了很多做
人的道理，学会了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
的人。经典，伴我成长。

（随县吴山镇第二小学六年级 指导
教师：刘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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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风采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干武、刘永远、王
珺）12 月 3 日至 4 日，由市教育局主办、市中小
学教师（校长）继教中心承办的“创新型教师
队伍与名师工作室建设研修论坛”，在曾都宾
馆召开，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领导，以及
我市 13个省市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及成员近
200人出席。

省继教中心相关领导充分肯定了随州市
名师工作室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对代道强名
师工作室、张海洲名师工作室在 2019 年、2020
年被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分别评为“全国十

佳名师工作室”“全国优秀名师工作室”称号，
代道强、张海洲被评为“全国优秀名师工作室
主持人”给予了祝贺，指出随州名师工作室取
得的这一成绩走在了全省前列；同时，对随州
名师工作室建设提出了要有目标、有担当、有
创新、有机制，努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的新要求。

随州现有 5 个省级名师工作室、8 个市级
名师工作室，这些以名师引领、学科研修为纽
带的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通过几年来扎实
有效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名师工作室

主持人王珺、代道强、万家坤、张海洲分别代
表本工作室做了经验介绍，展示了工作室在
教师培养、专业引领、课题研究、成果辐射等
方面的成功经验。

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关景
双做了《“师之蕴”工作室的研修引领》的主题
报告。他从“师之蕴”工作室的研修架构、教学
素养、核心经验三个方面，介绍了以“行动教
育”为引领的“课例研修”活动取得的成效。广
州市教育研究院北部分院副院长杨和平做了

《和有志者一起做幸福的追梦人——名师工

作室运行策略》的主题报告。他坚信教育的最
佳状态，是教师和学生一起在幸福中追寻幸
福，一起做幸福的追梦人。两位专家的讲座既
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又有丰富的实践操
作方法，具有很强的可借鉴性和可操作性。

无论是本土工作室主持人分享的工作经
验，还是知名专家介绍的外地工作室的成功
做法，均给与会人员提供了名师工作室可借
鉴的实施范式。论坛尽管只历时一天半，但对
随州名师工作室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却非常
深远。

刘苡嘉

读《朝读经典》有感

搭建交流平台 促进教师成长

我市举办“创新型教师队伍
与名师工作室建设研修论坛”

2020 年初冬，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实
施的“爱加餐+爱心厨房”落地随县 23 所农村
小学，结束了随县农村学校“土灶台”历史。

扶贫济困 洒向山乡都是爱

随县共有 81 所农村小学食堂，其中有 45
所食堂在使用“土灶台”，既不环保，又不卫
生。其余 36 所小学食堂使用甲醛灶，存在安
全隐患。

2020 年 6 月，当从省教育厅后勤办获悉
“爱心厨房”项目首次落户湖北时，随县立即
成了立了“爱心厨房”申报领导小组，全县 81
所农村小学踊跃申报，教育局按照标准严格
遴选了 9 所条件最差的小学食堂，并对 9 所申
报“爱心厨房”项目学校相关人员进行申报业
务培训，及时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报送了首批 9
所农村小学“爱心厨房”申报资料。与此同
时，县教育局积极与供电公司对接，各镇（场）
供电所给予了大力支持，安排供电专业技术

人员，按“爱心厨房”所需最大电荷，将供电电
缆接进学校食堂电磁灶、蒸饭柜预装位置。
各学校也对学校食堂进行修葺整理，静候佳
音。

中国扶贫基金会领导被 9 所申报学校严
谨认真的申报陈述所感动，9 月 15 日，中国扶
贫基金会委派 2 位工作人员前往随县农村小
学现场审核，他们对随县申报“爱心厨房”项
目的所有村小前期准备情况表示十分满意。
不过，当他们来到库区学校——厉山镇封江
小学，看到上百人的学校仅靠脸盆大的锅加
工学生饭菜；当他们来到均川镇高庙小学，看
到低矮破旧的砖瓦房和陈旧破败的土灶台
……这些场景深深刺痛着他们的内心，他们
及时将审核情况反馈给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随县“爱心厨房”项
目增加至 23 个。这一刻，随县教育人深深感
受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扶弱济困、播善减贫
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亲力亲为 任劳任怨显担当

11 月 5 日，当 3 辆满载厨具餐具、车厢悬
挂“中国扶贫基金爱心厨房设备捐赠（随县）”
加长货车缓缓驶入随县“大随通物流园”的时
候，23 位受赠小学校长以及和他们一起来准
备搬运厨具的教师激动不已，自发地响起经
久不息的掌声。

当日下午，2 位师傅不顾舟车劳顿，急
人之所急，饭碗一放就赶到学校安装电磁
灶、蒸饭柜等厨房设备，亲力亲为，技术娴
熟。不仅如此，他们还向学校食堂管理人员
和从业人员详细讲解安全防护知识、厨具操
作要领、日常维护常识，不厌其烦，直到教
会弄懂为止。

爱心厨房 筑牢安全“压舱石”

11月初，23个均价近 7万元的“爱心厨房”
项目，犹如一场及时雨，从电磁灶、蒸饭柜、绞

肉机、去皮机等现代化的炊事设备，到学生餐
盘餐碗饭勺筷子，应有尽有，随县农村小学食
堂面貌焕然一新。

厨房设备是学校食品安全的保障基础。
23 个“爱心厨房”项目落地，结束了全县 23 所
乡村小学长期使用土灶台的历史，让烧柴做
饭成为他们的记忆。厨房设备现代化，23 所
乡村小学实现弯道超车，既安全卫生，又环保
节能。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过
去这些学校学生都是从家里自带碗筷到校就
餐，餐具消毒很不彻底。现在这 23所村小的
孩子都在使用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并由学校
统一消毒的餐具，舌尖上的安全有了保障。

教育是强国之基，孩子是祖国未来，“爱
心厨房”项目对乡村教育来说，就是一项立足
当下、着眼长远的筑基工程，是一项保障学生
舌尖上的安全与幸福，成就民族未来的固本
善举。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閤勇、苏
明）为进一步贯彻《3—6 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优化幼儿园科
学保教课程，提升教师对教学活
动的游戏化实施能力，真正实现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儿童教育
目标，12 月 10 日，曾都区北郊五
眼桥中心学校在北郊五心幼儿园
举办了幼儿园教学研讨活动，来
自区教育局、中心学校有关领导
及辖区各幼儿园园长、教师共计
百余人参加研讨。

在做好测温、登记，佩戴好口
罩、参会证等疫情防控措施后，与
会人员先后参观了五心幼儿园的
育所环境创设，观看了特色“运动
大循环”活动展示。该园干净整
洁、充满童真童趣的图书室；家校
共育、学习成果展示栏等新颖别
致的环境创设给大家留下深刻印
象；走、跑、跳、钻、爬等系列户外

“运动大循环”活动以及节奏欢快
的韵律操让体育锻炼充满趣味
性，促使幼儿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达成体能锻炼目标。

听、评课是教师们切磋教艺
和研究教学的重要措施，也是教
学实践和教学理论之间的坚实桥
梁。课后，授课老师对自己的教
学活动进行认真总结，介绍了课
堂设计理念与实施策略，反思活
动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来自北郊
五眼桥小学附属幼儿园赵爱玲园
长和北郊明珠幼儿园执行园长胡
道慧先后进行精彩点评，总结提
炼了两位执教老师在游戏化教学
中展现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共
性特色和先进经验。通过说、评
课活动，大家共同探讨交流了幼
儿教学活动的选择、教学策约的
优化路径，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达
成了智慧生成、全员提升的成效。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会员、
幼教高级讲师林涞翊以《优化活

动组织 提高集体教学质量》为题，从“为什么要
关注核心经验、数学教学活动的组织策略、早期
阅读活动的组织策略”等方面做了精彩的讲座，
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深受启发。

此次观摩活动的成功举行，贯彻执行了《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 岁幼儿学习与发展
指南》精神，同时加强园所之间的交流，必将促
进北郊辖区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为今后如何进
一步开展“游戏化教学”指明了方向。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波、黄俊涛）寒假将至，为了
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12 月 10 日，随州市九穗禾社
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府河镇涢潭中心小学开展了

“共筑安全堤坝 社工与你有约”为主题的社工宣传活
动。本次活动志愿者深入课堂，组织学生听讲座，看图
片，观视频，谈感受。活动的开展，让学生懂得了生命
只有一次，要时刻把安全铭记在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任远潮、雷平）为进一步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丰富学校教研活动内容。本学年，曾都
区洛阳小学结合本校实际，决定推举周教研日活动。

学校定于每周一为语文教研日，周二为数学教研
日，周四为综合教研日。此活动旨在不仅是说课和评
课，同时将充分发挥全体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畅谈近期的教学进度、教学重难点、学生困惑、教学得
失及措施等，与大家一起分享。活动的开展，老师们增
长的见识，达到了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阳诗龙）为深入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进一步转变党员干部的工
作作风，广水市实验小学在全校党员干部中开展“亮身
份，作承诺”活动，组织和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立足本职
岗位，努力工作，提升群众满意度。

亮身份，就是要表明党员身份，接受群众监督。学
校党总支部为全体党员干部制作身份牌，上面印有个
人照片、姓名及职务，在日常工作中真心真意地接受人
民群众的监督，坚决把各项工作完成到极致。

作承诺，就是要求每名党员干部根据自己工作实
际、岗位特点、承担工作任务，结合各自岗位职责和自
身情况，从做好本职工作、改进工作作风、提升业务水
平等方面作出承诺。承诺内容经党组织审核后，在党
务公开栏中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开展“亮身份、作承诺”活动，目的在于教育和引导
党员干部在任何岗位、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牢记
自己党员的身份，切实履行党员义务，带头承诺践诺，
勇于担当作为，在推进全校教育教学工作发展中真正
地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到极致。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必武）为了进一步加强家校
联系，促进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家长的交流沟通，近日，
随县洪山镇小学分年级召开了期中总结会家长会。

家长会上，各班主任用精心准备的课件向与会家
长通报班级取得的荣誉、班级教育教学管理的新举措
和新成绩，就前半学期孩子的总体情况向家长作了汇
报；随后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介绍了学生在校学习，生
活情况，并就如何进行疫情防控、传染病防控、路队规
范管理、文明行为习惯养成、正确引导孩子培养良好的
学习习惯等多方面进行交流；最后班主任根据学校常
规要求，学校、学生的具体情况与家长互动并向家长提
出希望，督促家长们进一步履行好自身教育职责，大力
支持学校的各项工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宫春笋）为了增强学生交通安
全观念，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在第九个安全日到来
之际，曾都区万店镇小学开展了“知危险会避险 安全
文明出行”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

升旗仪式上，三（3）班中队辅导员发出倡议：“学习
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避险能力，当好小小安
全员。”大队辅导员进一步强调步行、乘车、家长骑车等
多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如何预防交通
事故的发生。升旗结束后，各班利用第一节的班会课，
从上学路上、校园内、假期出行三方面入手，对学生进
行了一次深刻的交通安全教育。

通过此次活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同学们心中的
交通安全意识，为同学们积极地做一个知法、懂法、守
法的好学生指明了方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静逸）冉冉晨雾重，晖晖冬
日微。12月 11上午，东方中心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期
盼已久的“经典诵读”展示活动。

一首《春歌》，是每天晨读的序曲，也为“经典诵读”
展示活动拉开了序幕。三年级同学吟唱《千字文》。东
方中心小学继前一学年完成了《三字经》的诵读之后，
在本学年选择了诵读《千字文》。

诵读经典，滋润孩子们的心灵。用铿锵有力、优美
动听的古文，让孩子们品悟中华文化之美。增强了孩
子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学生们正处在孩提时
代，心性纯净，如同一张洁净的白纸，让他们耳濡目染
于经典的智慧思想之中，潜移默化其气质，教其知识，
授其礼仪，陶冶其情操，开阔其心胸，端正其品行，为将
孩子们培养成为一个志趣高雅、品端行正的阳光少年
打下基础。

▲ 12月 5日，曾都一中第三届凤凰文化节科技节游园活动成功开展，师生同台竞技，演绎了一台融科技性、文化性、艺术性、体
育性于一体的盛会。 （随州日报通讯员 创 建摄）

洛阳小学
教研日活动如火如荼

广水市实小党员干部
“亮身份、作承诺”

洪山镇小
召开期中总结家长会

万店镇小
加强学生交通安全教育

九穗禾社区深入府河镇
涢涢潭小学开展安全宣传

府河镇东方中心小学
“经典诵读”滋润心灵

呵护孩子舌尖上的安全
——“爱心厨房”项目落地随县23所乡村小学纪实

随州日报通讯员 叶青松 程仲超 谌祥坤

五
眼
桥
中
心
学
校
开
展
教
学
研
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