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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发发特特色色校校本本课课程程，，促促学学校校全全面面提提升升
金乡县推进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进校园

本报济宁 1 0月 1 0
日讯 (通讯员 王超
彭允军 记者 姬生
辉 周伟佳 ) 日前，
在山东省教育厅组织
的首届“最美幼儿缘·
百佳系列”评选活动
中，金乡县实验小学幼
儿园选送的特色游戏
活动《玩转篮球，炫动
童心》被评为“百佳游
戏”，同时该园教师汤
丽丽被评为山东省“百
佳教师”；周英兰、汤丽
丽作为“百佳游戏”、

“百佳教师”获奖代表
参加了颁奖典礼。

活动中，通过现
场阐述、智慧问答等

比赛环节现场竞技，
最 终 评 审 出 山 东 省

“ 百 佳 园 长 ”1 0 0 名 、
“ 百 佳 教 师 ”1 0 0 名 、
“百佳游戏”100个。其
中，金乡县实验小学
幼儿园是济宁市唯一
获得两个“百佳”奖项
的幼儿园。

本次比赛，展现了
广大幼教工作者爱岗
敬业、积极向上、潜心
育人的良好形象，彰显
了金乡县学前教育改
革取得的显著成效，展
示出金乡县幼教工作
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
和幼教工作者良好的
精神风貌。

金金乡乡县县春春城城小小学学
扎扎染染艺艺术术进进校校园园

本报济宁10月10日讯(通讯员 王超
李莎莎 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为传承
民族传统文化，金乡县春城小学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 扎染艺术引进校园，引导学生一
起学习扎染，提高综合素质，激发爱国主义
情怀。

春城小学把扎染课程划分为初级、中
级、高级三个层次，分别设立入门、熟练、创
作三个教学阶段的目标，循序渐进地进行教
学，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提高教学效率。活
动现场，辅导员老师将一块块白棉土布使用
撮皱、折叠、翻卷、挤揪等方法，使之成为一
定形状，然后用针缝或者橡皮筋缠扎，让布
料变成一串串"疙瘩"，并向学生传授扎花知
识，进一步了解扎染的文化底蕴。

期间，队员们亲自设计制作扎染作品，
在制作过程中，感受民间艺术的特色，体验
传统工艺的美，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勇于创
新的精神。

金金乡乡县县实实验验小小学学幼幼儿儿园园
省“最美幼儿缘·百佳系列”评比中获佳绩

本报济宁10月10日讯(通
讯员 王超 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为进一步推进全
县“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进校
园”活动，交流校本课程开发
经验，提高校本课程教学质
量，近日，金乡县中小学“传统
文化和乡土文化进校园”校本
课程教学观摩研讨会在化雨
中学举行。

活动中，与会人员观摩了
化雨中心小学沙画校本课程

《小蝌蚪找妈妈》、化雨中学校
本课程《蒜的故事》课堂教学，
她们结合校本教材的研究，运
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采用互
动的形式，引导学生动手操
作，启发学生思维探究，受到
了广大教师的一致好评。听评
课结束后，金乡武警希望小

学、春城小学、青华园外国语
学校、金乡三中分别结合各自
学校校本课程开发及相关课
题的研究做了经验介绍，交流
了校本课程开发实施经验。

期间，金乡县教研中心相
关工作负责人员针对校本课
程开发，以《开发特色校本课
程 促进学校全面提升》为题
做了专题讲座。她结合多年来

从事校本课程开发和课题研
究的经验，联系全县各学校该
项工作的实际，阐述了校本课
程开发与研究的重要性，并为
下步工作明确了目标，指明了
方向。

据悉，金乡县“传统文化
和乡土文化进校园”活动始于
2010年。目前，全县中小学开
展的活动项目已经扩展到50

多个，并且形成了京剧、地方
戏曲、书法、陶艺、围棋“五大
艺术教育”品牌，享誉鲁西南。
同时，由金乡县教体局牵头申
报的课题《坚持文化自信———
县域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进
校园研究与实践》，已经获得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批准
立项，申报国家级课题已步入
实施阶段。

杭士友 中国书协会员 济宁市教育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金乡县美协主席 山阳书院特聘画师

接接 力力

中中国国梦梦

近日，太白湖新区石
桥镇第一小学举行“传承
圣哲智慧，接力中国梦
想”庆十一演讲比赛，为
祖国献上最美的祝福。比
赛中，选手们用真挚的情
感、铿锵有力的语调表达
了对祖国的热爱、对优秀
文化的传承。

本报记者 周伟佳
通讯员 王丹 摄

济宁十五中

“青蓝工程”师徒结对

本报济宁10月10日
讯 (记者 姬生辉 周
伟佳 通讯员 杨恒奇

董昌倩 ) 7日，济宁
市第十五中学举行第八
届“青蓝工程”师徒结对
活动，以发挥骨干教师
的引领作用，提高青年
教师的专业素养。

活动由文贵义副校
长主持，教导处周瑞萍
主任宣读了“青蓝工程”
结对名单，并举行了结
对拜师仪式。随后，指导

老师与青年教师共同在
“结对帮带活动协议书”
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济宁市第十五中学
校长周喆直表示，教师
要以“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为乐，从而达到教
学相长、共同提高，而青
年教师要珍惜“青蓝工
程”这个学习平台，不断
汲取营养，迅速成长为
一名具有自己教学特色
的优秀教师。

济宁市枣店阁中心小学

家校联合促学生成长

本报济宁10月10日
讯 (记者 姬生辉 周
伟佳 通讯员 国海霞

孙昊然 ) 9月30日，
济宁市枣店阁中心小学
一年级各班组织召开了

“新学期，新气象，新期
待”的新生入学家长会。
以此加强学校与家长的
沟通，帮助一年级新生
顺利过渡到小学的学习
生活。

活动中，各班班主
任、任课教师与家长们

就孩子的学习习惯、行
为习惯、评价方法等方
面进行了交流。老师们
针对“如何培养孩子现
阶段的习惯”，给家长们
提出了建议，强调了习
惯养成的重要性。活动
中，家长用心倾听着，记
录着。家长们通过这次
新生家长会，既了解了
学校，又认识了老师，还
知晓了正确教育孩子的
基本方法，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

喻屯一中

唱唱经经典典红红歌歌，，庆庆祖祖国国生生日日

本报济宁10月10
日讯(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9月29日，喻
屯一中举行以“庆国庆
暨建校六十周年”为主
题的大型合唱比赛，全
校22个班级共计1100
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
为祖国母亲献上节日
的祝福。

《国家》、《浏阳
河》、《绣红旗》、《我的
中国心》……比赛现
场，气氛庄重而热烈，

一曲曲历久弥新、脍炙
人口的经典红歌唱响
校园，展现了全校师生
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
唱出了喻屯一中共筑
强校梦的坚定决心。比
赛尾声，喻屯一中校长
徐杰为获奖班级颁发
了荣誉证书，肯定了全
体同学在新学期的进
步与成长。本次活动激
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
情，增强了全体师生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济宁十三中

学学国国学学经经典典，，做做国国学学达达人人

本报济宁10月10
日讯 (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员
刘娟 王志) 9月28
日，济宁市第十三中
学举办“国学达人”挑
战赛校级决赛。活动
旨在引导青少年学习
国学经典，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活动现场，报告
厅内国学韵味十足的
古典音乐缓缓流淌，

32名参赛选手严阵以
待，各班后援团秩序
井然，比赛随之拉开
帷幕。经过两轮加试
赛，李泽宁同学以一
题险胜，获得参加参
加区决赛资格。本次
大赛展示了学校作为
国学联盟校对国学的
重视和推广，展示了
十三中学子的国学风
采，进一步激发了同
学们传承国学经典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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