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蓝志

中 通讯员/殷德渊 摄影报道）

“刘女士，又来给学校捐抗疫

物资啦，我代表学校感谢你。”

近日，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后

勤部负责人对前来捐赠抗疫

物资的学生家长刘志盈再次

表示感谢。

大沥实验小学后勤部负

责人介绍，刘志盈是学校 IC5
班学生陈思彤的妈妈。3月2
日，她向学校捐赠了消毒液、洗

手液等一批抗疫物资。3月

10日，她再次向学校捐赠抗疫

物资，两次先后共向学校捐赠

免洗洗手液36支(瓶）、消毒液

120升、口罩2000个。

刘志盈只是热心人士向学

校捐赠抗疫物资的一个缩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学校作

为人员密集的场所，对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需求量大，

而物资又十分紧缺，在这紧要

时刻，社会各界和热心家长积

极向学校捐赠防疫物资，支持

学校疫情防控，尽己所能奉献

爱心，众志成城共抗疫情。

2月7日，102班学生黄

朝钰的爸爸第一个向学校捐赠

消毒液400千克；107班学生

李韵雅的爸爸捐赠酒精30升；

2月18日，207班严宇扬的妈

妈捐赠免洗洗手液240瓶；2
月22日，学生家长叶玉华捐赠

口罩4000个；2月28日，402
班吴羽曦和101班吴羽煊 、吴

奕龙的家长吴杰鹏向学校捐赠

10支测温枪；3月2日，元通胶

粘实业有限公司、玮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捐赠口罩 2000
个、消毒液20升、酒精10升，

这两家公司都是学生家长刘志

盈的公司。3月6日，学生邹梓

琦的家长捐赠口罩6000个、

消毒液80升……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学

生家长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

责任与担当，展现对学校的特

别关爱。截至3月23日，大

沥实验小学累计接收到热心

企业和家长捐赠的防疫物资、

后勤保障物资多批，包括口罩

16214个、消毒液 1000千

克、免洗手液476支，体温枪、

酒精等一批。这些爱心捐赠，

极大改善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条件，让战斗在疫情一线的学

校教职员工坚定战“疫”必胜

的信心和勇气，助力学校疫情

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

大沥实验小学校长李佩

球代表学校对家长和社会各

界的爱心行动表示敬意和谢

意。她表示，将把这份温暖传

递给更多的师生，把社会各界

的爱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

动，统一调配和使用这批防疫

物资，全面做好开学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确保全校师生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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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沥实验小学 IC5
班学生陈思彤收到了武汉市慈

善总会寄来的捐赠证书，原来1
月29日，她用自己的零花钱向

武汉慈善总会的新型冠状病毒

防控专项基金进行了捐款。

陈思彤从小有爱心，源于

她来自一个幸福温馨、乐于助

人的家庭。

陈思彤的妈妈刘志盈热心

教育，非常支持和信任学校，家

里三个小孩都选择在大沥实验

小学读书。刘志盈现任学校家

委，经常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

策，促进家校关系更加和谐融

洽。

刘志盈积极参加学校的活

动，如“手拉手”扶贫和义卖活

动、“美丽校园”种花活动、校运

会等，把教育当成了自己工作

和生活的一部分。

乐善有爱，温暖人心。刘

志盈还是南海区大沥“雅悦会”

慈善组织的理事。“雅悦会”是

团结和凝聚社会各界妇女精

英，搭建的女性交流帮扶平

台。自2014年成立以来，“雅

悦会”一直秉承“甘洒爱心 福

慧双增”的宗旨，关爱弱小，向

社会传递正能量。刘志盈和这

些爱心女企业家所募集的捐款

全数用于帮扶单亲特困家庭。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她带领元

通公司员工，两次慰问大沥镇

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并捐赠物

资，第一次捐了1000个防护

口罩和100箱面；第二次捐了

108支免洗洗手液等防疫物品

和100箱面；还把2000个医

用口罩捐给一线工作人员。

近日，当刘志盈了解到大

沥实验小学在积极为开学做准

备，需要大量防疫物资时，她毫

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公司——玮

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学校捐

赠了2000个口罩、36支免洗

洗手液、五桶消毒液（20kg/
桶）等防疫物资。

刘志盈热衷公益、乐于助

人、甘洒爱心、助人悦己，展现了

新时代女企业家的精神风貌和

优秀品质。“做人要有担当，要有

责任感。我希望尽自己的能力，

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她说。

西樵构建在线教育
家校协同学习生态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通讯

员/万宝华）3月24日，佛山市教育

局召开全市中小学线上教育中期评

估视频会议，作为南海区的唯一代

表，西樵镇教育局就构建在线教育

家校协同学习生态，向全市推介经

验并获得点赞。据介绍，西樵镇的

线上教育工作，在“精准教学”方面

有诸多亮点做法。

“线上教学，核心的问题不是教

育资源和学习途径，而是自主学习

精神和自我管理能力。”西樵镇教育

局副局长黄浩森介绍，西樵的做法

主要体现在精确施策方面，在实施

线上教育之前就成立教育教学管理

组，全力做好线上教育的统筹工作。

早在2月2日，全镇率先安排

了18所中小学校的教导主任和科

级组长共160多人，进行了“腾讯云

课堂”线上教学注意事项的专题业

务培训，同时借助“粤教翔云”电子

教材、“学科网”等各类资源，协同南

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研室和电

教站的安排，有序推进线上教学工

作。

针对线上教学普遍存在“监管

弱化，学生不认真听讲、翘课等现象

以及小组讨论较难，学生互动频次

减少，课堂教学效果检测有难度”等

问题，西樵镇教育局提出了包括强

化教学设计、创新教学形式、实施多

元育人、疫情融入学科教育等精准

教学举措。线上学习第一课先不讲

教学内容，而是讲学科线上学习的

内容安排、参与方式、注意事项等，

让学生懂得线上学习方法比内容更

重要。

在“精心育人”方面，西樵镇重

视推进家校合作。针对学生长时期

困在家中，情绪不太稳定的问题，西

樵镇积极构建在线教育家校协同的

良好学习生态，一方面由西樵镇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策划录制“父母空

中微课堂”之《战“疫”家长课》共19
期，做好家长情绪调控和孩子学习

习惯的养成；另一方面推进“校长写

信，正向激励”的导向功能。目前，

该镇已有 9名中小学校长撰写的

“校长来信”登上“学习强国”广东学

习平台，占所有来信的一半，在南海

最多。

录制舞蹈微课
律动中感受音乐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通讯

员/肖坚）连日来，狮山实验学校的美

术、音乐线上教学课开展得有声有

色。为让一、二年级的线上音乐课

更有趣味，该校音乐老师阳苑发挥

舞蹈专长，将舞蹈动作与歌曲《国旗

国旗真美丽》相结合，录制微课，让

学生通过律动感受音乐的美。

“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

大地……”微课视频中，阳苑一边唱

着歌，一边配合着曲调舞动手臂，给

学生做演示，让学生通过律动感受

音乐。随后，便通过详细分解拇指

琴弹奏的步骤进行教学，让学生更

加容易掌握歌曲演奏。最后，阳苑

还送上拇指琴演奏《天空之城》。3
月1日，该微课发布在“美篇”平台

之后，获得不少学生点赞。

在线上音乐课中加入舞蹈动作

的教学做法，灵感来源于音乐备课

老师们的不断探索。“备课前，我们

一直想办法在网课中更好地吸引低

年级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习兴

趣。”阳苑说。

为了录好微课，阳苑在网上搜

集了不少网课教学方法来研究。在

她看来，网课不同于线下教学，学生

“宅家”学习缺少团体学习的氛围，

对着屏幕学习，又不能和老师面对

面有更多的情感交流，可能会影响

学习效果。阳苑表示，舞蹈动作结

合了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的曲

调，设计得比较简单，学生非常容易

学习。

“学生的爱国意识要从小培养，

疫情当前，更是如此。”阳苑说，希望

《国旗国旗真美丽》这首歌，能激发

孩子们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信心，

这是很有意义的。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里面装的是我含辛茹苦的结

晶（卷子），请小哥保护它的周

全，给您五星好评！”南海高三

年级云统考过后，在科学合理

的考务指引下，华附南海实验

高中的老师、学生、家长合力，

基本完成了收交卷工作。其

中，有的学生还给快递小哥和

班主任送上暖心话语，完成了

一次有爱的接力。

云统考开始前，华附南海

实验高中高三年级各班就组织

开展了线上家长会，详细说明

了考试要求和答题卡寄回流

程，要求3月22日考完最后一

科时，将答题卡按照顺序装回

原袋，在23日之前寄回学校，

由班主任负责收件。

在收卷过程中，学生们也

“见缝插针”发挥创意。高三

11班班主任苏嘉宜就收到了

来自学生的“快递信”：两位学

生分别在快递包裹外部写上

“请好好保护我的试卷”“美丽

动人的Ada 收”等字样，希望

老师、快递员能妥善保护好自

己的考卷。

“这两位女生平时跟我关系

比较好，像贴心小棉袄一样，这

样的举动，也算是‘苦中作乐’

吧。她们平时学习上比较自觉，

之前在学校学习的时候经常找

我谈心，尤其是考试成绩出来

后，她们会觉得付出努力得不到

回报，我就鼓励她们继续加油，

多找不同的老师谈谈相对应科

目的学习方法。”苏嘉宜说。

近期，学生们在家开展线上

学习，苏嘉宜观察到部分学生会

有焦虑情绪：“每天都在家里闷

着，看着其他同学的测验成绩，

觉得别人很高分，自己花了很多

时间都不及别人高分，模拟考前

压力比较大，内心没有底。”

对此，她采取了一些小办

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帮助学生

走出焦虑，提高学习积极性。

“上课前，我会给他们播放一些

有趣的网络视频活跃气氛；学

生上课积极回答问题、积极早

读的话，我也会时不时给他们

一些小小的奖励。”苏嘉宜说。

“我们高三年级的老师都很

有亲和力，很受学生欢迎。这几

天，他们也回校加班加点拆快

递、清点答题卡、归档。”华附南

海实验高中高三年级主任王玉

彬介绍，学生、家长在考试结束

后迅速将答题卡快递回学校，全

年级约1300人，3月23日就已

经收到了1000份。截至25日
下午，回收率已达97%，较好地

完成了收卷工作，为接下来的统

一改卷、制定新的教学计划做好

准备。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讯员/刘少桃）“课前一分钟，

你我来放松！”本周起，西樵实

验小学推出空中课堂“课前一

分钟”系列——至信朗读者讲

故事，让孩子们通过空中课堂

课前一分钟，轻松快乐地进入

课程学习中来。

“课前一分钟”系列包括了

二十四节气的故事、古代大诗

人的故事、汉字的故事、励志经

典故事。西樵实验小学相关负

责人介绍，“课前一分钟”系列

可以让孩子们通过声音，感悟

古今文化的多样世界。

据介绍，孩子们通过了解

天气文化、探知文人墨客背后

的故事、探究生僻字的神秘由

来、寻找让人振奋励志真理

等，享受轻松的课前故事，对

“课前一分钟”充满期待，学

习兴趣和热情被极大地激发

起来。

“课前才艺展示是学校六

大育人工程之一。”西樵实验小

学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

前，每个班的学生都会轮流上

台展示自己的才艺。每一个人

展示的才艺内容及形式，老师

会提前做好布置，主要是紧扣

学科的核心素养，着力发展学

生的核心学科核心素养，“学校

充分给予每个学生展示机会，

从班级的小舞台，走向学校更

大的舞台，从而锻炼学生的自

信心。”

随着线上教育的持续进

行，尽管孩子们无法面对面展

示自己，但西樵实验小学依旧

想办法为孩子们提供自我展

示的舞台。每一次发声，都是

在自己舞台上的绽放，小小至

信朗读者们已经跃跃欲试，通

过录制音频的新媒体形式，让

全校师生听到自己的动听嗓

音。

“学校以素质教育为指引

方向，致力于语言艺术特色课

程研究，营造了良好的语言艺

术氛围。”西樵实验小学校长赖

济强表示，“课前一分钟”系列

——至信朗读者讲故事，由学

校语言艺术教师团队带领录制

推出，致力于为学校语言艺术

特色打造一场展示宴会。

西樵实验小学推出“课前一分钟”系列——至信朗读者讲故事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学子才艺

云统考后学生快递“交卷”
华附南海实验高中完成“考卷接力”，考后3天试卷回收率达97%

口罩16214个、消毒液1000千克、免洗手液476支……

爱心捐赠暖人心家校携手抗疫情

文/珠江时报记者蓝志中 通讯员 殷德渊

甘洒爱心助人悦己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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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寄到学校后，老师做好清点、归档工作。 （学校供图）

■热心企业向大沥实验小学捐赠抗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