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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天地

近日，曾都区府
河镇高级小学迎来了
曾都区电影公司”送
电影下乡、电影进校
园”活动。每学期都
电影公司都会来农村
小学进行一次公益放
映，将优秀的故事片、
科教片等文化大餐送
到了同学们身边，丰
富 了 学 生 的 课 余 生
活。

（随州日报通讯
员 姚世雄摄）

红彤彤的太阳招呼着洁白的云朵，
给大地涂上了亮闪闪的金子。我的学
校就在这金光中安详地存在着。

刚进入学校，你会发现道路两旁的
松树直挺又威武。当秋天松树叶落下
来的时候，犹如铺上了一张毛茸茸的黄
金地毯，我们女生最喜欢的就是扮公
主，从落叶毯上走过去。

午后，热烈的太阳没收了徐徐微

风。每当这时，一群不知名的鸟儿便在
松树林里歌唱，虽只是叽叽喳喳地鸣
叫，可在午自习疲惫的学生们听来，却
犹如典雅的古筝，悠扬的小提琴。

道路两旁的草地上铺着新长出来
的小草，草上躺着几颗晶莹剔透的小露
珠，草里夹杂着一种粉红色的小花。那
花很神奇，上午寒冷的时候它不开，只
有在下午太阳照在它身上时，它才肯开

放。我们经常摘下这种小花，插在头发
上，别在发卡上。

大操场后面还有一个小操场，小操
场原本是光秃秃的，后来便被铺上了一
片人工草。放眼望去，一大片绿油油的
人工草整齐地铺在那儿。走近了看，每
一棵小草都挺直地站着，显出生机勃勃
的样子。会舞蹈的女生，经常在柔软的
草地上练习基本功，即使摔了，也不会

受伤。小操场是我们练习舞蹈的好去
处。

感谢学校的一草一木，陪了我足足
五年。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一直友好相
处，它带走了我上课的疲惫，留下了我
奔跑的脚印和银铃般的笑声，给我带来
了无限的欢乐，是我心灵的港湾。

（作者学校：曾都区实验小学五六
班 指导教师：周和敏）

张欣琳

我的心灵港湾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创建）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进程，增
强师生的法律意识，日前，曾都一中举行系列专题讲座。

11 月中旬，学校结合某校教师校外补课的典型案例，揭
示当前社会极少部分教师存在的一些失德行为，强调守好自
身道德底线的重要性，要求全体教职工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心存戒律，明确底线红线是什么。随后，学校与每一位教师签
订《师德师风承诺书》。

12 月上旬，学校邀请曾都区检察院相关同志到校为高二
同学做法治报告会，针对网络安全、校园霸凌、防止性侵等，用
一个个生动鲜活、触目惊心的案例，联系实际、以案释法、以法
论事，对学生进行深刻的法治教育，同学们深受启迪，掌声不
断。

目前，曾都一中党委号召全体党员争做“以德树人，做好
学生引路人”的表率。各班则结合主题班会，进一步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知法、懂法、守法、
用法的法治观念，为营造平安和谐校园，创造了良好氛围。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卢冠宇、杨成军）12 月 22 日，曾都区洛阳镇高级小学的
同学们迎着暖阳出发，前往襄阳市唐城景区，开展以“梦回大唐盛世，承袭复兴之
路”为主题的研学旅行活动。

初见唐城，不由想起杜牧所赞“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走在朱雀廊，感受
眼前建筑的气势恢宏，如若化身王维，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踏
入东市西市，古香古色的楼阁店铺，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宛若亲见杜甫笔下的“齐
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浓厚的历史气息，令人沉浸其中。听着导
游详细的讲解，看着楼台殿宇，雕梁画栋，沿着唐人的街道，仿佛穿越了一千四百
多年的历史云烟，走入盛世的唐朝。

成长的路很长很长，是学校装不下的一条大道，也是书本里不能尽说的过
程。而研学旅行正是让孩子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起点，也是“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启蒙，更是孩子增长见识、收获文化、精神丰富的成长
之旅。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马中华）为愉悦身心、增进友谊、凝聚
合力，元旦前夕，曾都区东关学校工会组织开展了迎新年教工
趣味运动会。

本次教工趣味运动会有七个代表队参加，分集体项目和
个人项目。首先进行的是集体项目“滚雪球”，只见六年级代
表队的第一个运动员做“雪球”，从起点跑向另一端与第二名
运动员手拉手，迅速绕过终点标志物，折返快速跑回起点，再
拉住第三位的手变成三人手拉手向前跑……人数越来越多，

“雪球”越滚越大。运动员争先恐后地比赛，旁边啦啦队的加
油声、欢呼声也一浪接一浪，现场十分热闹。接着又在轻松、
友好的氛围中顺利完成了“背夹球”和“一圈到底”两个集体项
目的比赛。最后进行的是人人参与的个人项目“套圈”，套中
的物品归个人所有，拿着收获的新年小礼物，老师们个个是喜
笑颜开。

近年来，东关学校通过组织教工户外研学、校庆联欢、趣
味运动会等一系列文体活动，活跃了生活、愉悦了身心、增强
了凝聚力，教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伍峰）为切实推进阳
光体育运动，推动学校球类运动的蓬勃发展，
丰富学生课余文体生活，近日，曾都区五丰学
校社团文化节第一届球类运动会隆重开幕。

伴随着激情澎湃的运动员进行曲，旗手
们手擎红旗，迈着坚定的步伐向主席台走
来。37 支代表队在两名解说员的精彩解说
下，以饱满的热情步入运动场，他们英姿飒
爽，斗志昂扬，步伐铿锵有力，口号响彻云霄。

夏彩虹老师代表裁判员宣誓：坚决服从
组委会的各项工作安排，严格执行本次竞赛
的竞赛规则和裁判方法，在裁判过程中坚持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尊重参赛选手，严
格执裁、文明执裁，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专业
的裁判素质，确保竞赛顺利进行，为本次运动
会增光添彩。王梓言同学代表运动员宣誓：
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坚决服从裁判，尊重对
手，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本届球类运动
会。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
格，赛出水平，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此次开幕式展现了五丰学子良好的精神
风貌，他们团结、向上、阳光、健美，操场上他
们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赛场上他们也将
一展雄姿，绽放更绚丽的风采。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肖大红）窗外暖阳照，窗内学子忙。
近日，曾都区万店镇中心学校八年级语文备课组开展了一次
别开生面的微型知识竞赛活动。

本次活动由八年级语文备课组具体承办，旨在以赛促读，
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拓展学生阅读视野，陶冶学生高尚情操，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培育万中“好学生”夯基固本。竞赛活
动前，老师们根据学生学情，本着让学生“跳一跳，摘得着”原
则，精心设置了名著阅读天地、文体知识卡片、诗词默写接力
赛、字词万花筒、德育大讲堂等题型，题量少意蕴丰，让学生敢
于乐于尝试；竞赛活动时，每班选派的五名种子选手个个精神
抖擞，跃跃欲试，沉着冷静，从容答题，尽显万中学子“腹有诗
书气自华”本色；竞赛活动后，老师们本着“公平、公正、开放”
原则，评选出此次活动冠亚季军，最终八（5）班周韵秋同学脱
颖而出，获得此次活动冠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海娥、林杰）日前，随
县安居镇中心小学校园里，琅琅书声，此起彼
伏，经典古诗词的声韵，悠悠不绝于耳。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低年级的童声稚嫩、
优雅而亲切；“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
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中高年
级的同学声音洪亮、整齐而厚重。有的集体
展示，有的个人表演，还有的师生一起诵读
……

随县安居镇中心小学秉承“快乐教育，和
谐发展”理念，根据各年龄段学生发展特点，

结合语文学科和主题德育活动课程内容，搜
集、整理出适合学生学习的经典诗文，融入学
校每日“朝诵经典”活动中，吸引了全校师生
参与。孩子们以读、背、说、唱、演等多种形
式，诵读《笠翁对韵》《千字文》《三字经》《弟子
规》《登鹳雀楼》《悯农》《春晓》《静夜思》等 120
多首经典诗词，丰富了文化生活，积淀了人文
底蕴，收到良好效果。

该校负责人表示，学校将进一步创新载
体，丰富形式，继续深入开展朝诵经典活动，
让学生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进一步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胡安华）近日，广水市应办中心中学八年级学生举行了
主题为“游李白故里，研大唐诗魂”的研学旅行活动。

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服装，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安陆市白兆山风景区，在李
白的故乡感受诗词文化的魅力，感受大唐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激发学生
们对诗词文化的崇敬之心、敬畏之情、践行之志。

活动之前，学生们做足了功课，搜集整理关于唐朝诗词的资料。活动中，学
生自身的能力、知识的储备、临场的智慧都得到了精彩的展示。活动后，学生抒
写所见所闻所感，畅谈研学旅行的心得体会，通过橱窗展示优秀研学习作，凝聚
人文精神，传播正能量。学生罗敏芝在心得体会中写道：“研学活动让我学到了
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在畅游崖壑幽深、层峦叠翠的自然景观的同时，也品味了
李百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诗作经典，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白兆山研学旅行，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 ！”

整个研学过程中，学生们处在“旅行”和“研学”的热爱和分享状态，内在的学
习动机得到了充分的激发，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实践能力、动手
能力和表达能力，还培养了学生文明旅游的意识，养成了文明旅游的行为习惯。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余勇、吴明远）冬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进一步加
强师生冬季传染病防范意识，提高应对疫情能力，12月 15日，广水市杨寨镇中心
小学开展了“冬季疫情防控”主题班会活动。

活动中，各班班主任利用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向学生介绍了当前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的新形势，并从“入校时遵守防疫规定”“在校时注意个人防护”“离校后提
高防控意识”三个方面提出学校冬季疫情防控的基本要求和具体操作。重点介
绍了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和水痘等常见传染病的症状、危害及如何预防等
知识。同时，还提醒学生在教室、宿舍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衣服要随天气变化
及时增减，不聚集、勤洗手、戴好口罩，保证充足的睡眠，加强室内外活动，提高抗
病能力。

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全体师生深刻认识到疫情防控的保卫战并没有结束，切
实做到疫情防控常态化，筑牢防线不放松，科学防控，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以
实际行动从每个细节做起，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一份力量。

曾都一中
举行系列法治及师德教育大会

东关学校
举行迎新年教工趣味运动会

杨寨中心小学主题班会筑牢疫情防控墙

万店镇中心学校
搭建学科竞赛舞台

五丰学校
举办社团文化节球类运动会

洛阳镇高级小学赴唐城开展研学旅行

应办中心中学开展研学旅行提素质
安居镇中心小学

深入开展朝诵经典活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晏坤山）近日，“新
华杯”随州市第二届中小学生诗词大会在随
州市外国语学校高新校区举行，巅峰对决之
后，随外初中部荣获初中组团体第一名“文
渊奖”，初中部陈可欣同学斩获初中组个人
赛第一名，荣获“诗王”称号。

本次诗词大会由中共随州市委宣传部、
随州市教育局、随州市新华书店主办，随州
市教学研究会、随州市外国语学校承办，共

有 16 个学校 64 位选手参加比赛，来自全市
的 400 余名师生到现场进行观摩，并同步在
线网络直播。

本次团体赛设有必答题和抢答题：必答
题设有“腹有诗书”“行云流水”“火眼金睛”

“典故理解”四关，抢答题设有“九宫格”“十
二宫格”“纠错题”“逆向接诗句”“诗词知识
和理解题”“情景题”“看图猜诗”“成语典故”

“文字线索题”“循字辨诗”等。在团体赛决

赛中得分最高的四名选手进入个人争霸赛，
个人争霸赛设有“诗词接龙”和“飞花令”两
个环节。

各选手铆足了劲，全力以赴，誓为进入
个人争霸赛而战，誓为学校争光。选手们在
赛场上激烈角逐，让大家在紧张而激烈的气
氛里重温了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先寻
芳酒，再问千首；又见江南云梦，后逐大漠雄
关；也在南浦看花，西苑刻烛；他们饮过长

亭，复又短亭；于溪上访友，又往庐山寻春。
大家也随着选手们时而豪放如大江东去，时
而婉约如小桥流水，时而粗犷如旭日喷薄，
一起在古典诗词的幽香中赏诗人的情，寻词
人的智，品选手的志。

“ 一 枝 独 放 不 是 春 ， 百 花 齐 放 春 满
园”。在随外的校园里，在随外浓郁的书香
氛围里，相信学子们一定会有更精彩的表
现。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江波、苏明）课堂因智慧而灵动，教学
因互动而精彩。为了便于教师能够熟练运用智慧课堂终端开
展课堂教学，近日，曾都区北郊五眼桥小学所有教师齐聚学校
多功能厅，参加智慧课堂培训会。

首先，培训专家介绍了智慧课堂下载、注册及账号绑定等
基础内容，以语数等学科教学的案例，分别向老师们展示了

“智慧课堂”的独特魅力——每个学生都能同时在线学习、自
主探究、即时体验、现场互动、及时分享等，真正体现了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既保障了自主学习，又体现了个性化学
习。

培训会上，老师们学习了如何下载电子课本、如何获取、
分享、保存备课资源、如何进行课堂互动、如何发布作业等；掌
握了互动教学系统软件的具体操作过程，明白了“智慧课堂”
平台中各项系统工具的使用方法和具体用途。在了解到“智
慧课堂”能够支持覆盖教、学、考、评、管等全场景的教学应用，
老师们被平台所具有的交互式编辑功能、充分的可扩展性等
技术优势深深震撼。

此次“智慧课堂”培训，为老师们注入了数字化教学新理
念，为学校“构建智慧课堂、实现智慧教学”提供了切实的技术
支持，为校园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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