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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和谐书香校园
每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

日”。当天，联和吴汉小学开展以

“和融共读，和美共生”为主题的

联和吴汉创生教育“家校共读节”

展示活动，营造师生共读、亲子共

读的良好氛围，提高全体师生和

家长的读书意识，打造和谐书香

校园。

走进校门，右边的宣传栏引

人注目。三大宣传栏分别贴上

“五六年级优秀读后感”“四年级

好书推荐”和“三年级好书推荐”

的大字，大字下是学生们精心制

作的好书推荐表和写下的读后

感，不少家长停在宣传栏前细细

阅读。

在活动主舞台，由学生、家长

和老师轮番带来亲子阅读展示、

优秀好书推荐展示和师生朗诵展

示，获得台下阵阵掌声。其中，联

和吴汉小学三年级学生陈彦如为

大家介绍了小说《小屁孩日记》，

“这是一本令人捧腹大笑的另类

日记，以生活化的口吻和用词、令

人发噱的笑料记录了主人公格雷

和他的家人、朋友的故事，读完甚

至感觉这就像是自己写的日记。

希望同学们在快乐阅读的同时，

能够掌握更多的写作技巧。”

当天，还为一到六年级的第

一批创生阅读小达人颁奖。据介

绍，联和吴汉小学在本学期的第

一天启动了师生齐读书活动，师

生们都收到由校长蔡阳合发出的

“成长利是”，其中，老师们拿到的

是成长读书单，而学生们拿到的

是一本别有深意的“阅读存折”，

学生每次都可以将自己的阅读时

间记录下来，存进“阅读存折”。

第一批创生阅读小达人正是将

“阅读存折”填满的学生。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除

了“阅读存折”，在校长的发动下，

学生还以班级图书角为阵地开展

读书活动。学校还在新教学楼大

堂和南教学楼大堂举办书展，不

少师生到场阅读或者购书。“一个

读书人，特别是对读书上瘾的人，

他就会成为一个卓越的人。”蔡阳

合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

作者，是否能写成经典传奇，全凭

自己。愿学生和老师能以书为

友，成为一条爱读书的“书虫”。

义卖活动热闹又暖心
4月23日，联和吴汉小学还

举行“弘扬助困精神，献出满怀爱

心”红领巾义卖活动，助力广东省

红领巾基金募集活动。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

挑选心仪的物品吧！”当天上午，

学校操场上吆喝声此起彼伏，为

了吸引顾客，筹得更多善款，不少

家长、学生穿上小丑服装、恐龙服

饰等，在摊位周边使尽“招数”招

揽顾客。

每个摊位的物件都摆放得整

齐有序，玩具、手工制作品、书本、

饰品等“货物”让人眼花缭乱，还

有不少游戏摊位。此外，每个摊

位上都有自己的“门面招牌”。每

个招牌都是各班级自己设计的，

让摊位更具特色。

除了“卖家”，来来往往的学

生“买家”也开心不已。“我今天带

了20多元，准备买些有用的。”

505班学生叶紫晴与好朋友欧子

淇在操场上逛了许久，挑些自己

需要的东西。叶紫晴表示，每年

都十分期待学校举办的义卖活

动，每次她都会积极参与，为慈善

贡献一份力量。311班学生吴至

轩则表示，一早上他背着“小卖

箱”卖了不少东西，希望这些钱款

能将爱心传递下去。

“第一次参加义卖活动，和孩

子一起做了不少准备工作。”101

班学生家长秦小艳表示，义卖活

动不仅能锻炼孩子，促进亲子关

系，还增强家校联系。

“所有物资都是家长和学

生筹备的，所有销售额都将用

于慈善捐助。”联和吴汉小学副

校长林树清表示，学校曾因校

舍破败被认定为危房，是香港

吴汉记报社的吴汉赞助重建，

有着浓厚的慈善文化底蕴。为

延承学校文化，每年都会举办

义卖活动，不仅丰富学生的校

园生活，提高学生的组织和团

队协作能力，还提升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培养学生帮助他人、

关爱他人的奉献精神。

据介绍，筹集资金将用于“红

领巾爱心基金”，帮助校外的孤寡

老人以及校内需要关怀的同学。

每年重阳节，联合吴汉小学都会

组织学生探望南海福利中心的长

者，送上生活必需品。在端午节

则会和社区长者一起共度节日。

多种形式学党史
4月25日，联和吴汉小学家

校联动开展“创变百年新发展，生

生不息和融人”“学党史·勇担当”

展演，以游戏的方式“重走长征

路”，在家校中传承红色基因，纵

深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在联和吴汉小学足球场，蔡

阳合、林树清等与50多位家委

会成员一起唱国歌，拉开展演序

幕。随后，家委会成员分成 6

班，以“小班”的形式参与“认识

长征路，重走长征路”速度赛、

最强大脑记忆PK赛，并表演红

色节目。

“展演让我们以别样的方式

了解了当年红军走长征路的艰苦

历程。”联和吴汉小学家委会委员

张彩丽说，家委会成员通过展演

重温党的历史，从中汲取精神力

量。

“我们将家长纳入其中，将党

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三方联动

共学党史。”蔡阳合介绍，为了迎

接建党100周年，该校已经组织

教师团队进行相关专题学习，学

生也通过讲红色故事等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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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陪伴成长 义卖传递爱心
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举行3场活动，展示和融和美校园氛围

红领巾义卖、“家校共读

节”展示、“学党史·勇担当”展

演……4月23日、25日，狮山

镇联和吴汉小学举行了3场

活动，展示和融和美的校园氛

围。

■学校为第一批创生阅读小达人颁奖。

课堂互动有趣 学生快乐学习
狮山罗村全力推进镇域引领、组域拓展、校域深化的“新基础教育”研究落实落细

▲同学们认真讨论课堂问题。

沙坑小学
该校以“让生命在平凡中

闪亮”的办学理念，致力打造

“闪亮教育”品牌。延伸闪亮课

堂教学，营造多维度的学习氛

围，学校已开展三届“勇闯关

我闪亮”学科节活动、学科知识

竞赛以及闪亮课堂研讨课，全

方位提升师生的综合素养，营

造良好的教学、教研氛围。

而本次的闪亮课堂作课比

赛给该校青年教师搭建起一个

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平台，在

校内营造积极竞争、勇于探索、

挑战自我的氛围，实现青年教

师的专业成长。

务庄小学
该校以“让每个孩子都能

得到主动健康发展”为办学理

念，致力培育“孝爱教育”品

牌。学校重视学科“学研行”团

队建设和教师专业成长，引导

教师合作学习、合作研究、合作

发展、智慧成长，打造了一支

“勤学善研巧行”的教师团队，

努力使学生“勤学善学乐学”，

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发

展。

课堂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的主阵地，学校秉承“快乐高效

课堂”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追

求“五部六环”高效课堂的教学

模式，让学生尽情享受高效的

课堂快乐。

本周，狮山镇教育发展中心走进

罗村沙坑小学、务庄小学两所学校开

展分科教研视导活动，让“新基础教

育”课堂研究落实落细，为创建镇域

引领、组域拓展、校域深化的“新基础

教育”研究新常态添砖加瓦。

沙坑小学：家长“上课”点赞教师水平高

今年以来，狮山镇教

育发展中心深入贯彻狮山

教育“十四五”规划，在镇

内各中小学逐步推进“新

基础教育”课堂研究。

27日上午，沙坑小学

举办第四届青年教师闪

亮课堂作课比赛暨闪亮

名师工作室成果展。狮

山镇教育发展中心副主

任彭英杰、狮山镇教育发

展中心教研组长徐恩兵

和狮山镇名师工作室成

员代表等来到该校开展

视导工作。

作课比赛共有数学、

美术、英语三个学科，沙坑

小学青年教师展示了独具

特色的课堂教学。在数学

课《找规律》中，罗紫欣老

师联系生活，按照从易到

难引导让学生找出规律、

运用规律；在美术课《地下

王国》，黄淑钿老师通过精

美的教具和有趣的童话故

事，让孩子们学中玩、玩中

学；而英语课《It’s Chil-

dren’s Day》，李嘉欣老师

通过多形式的朗读练习，

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每个课堂精彩不重样，展

示了该校青年教师良好的

专业素养和扎实的教学基

本功。

“老师们的教学环节

清晰，能够充分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课

后，狮山镇名师工作室成

员代表开展评课。狮山镇

教育发展中心教研专干李

瑞冰表示，沙坑小学的老

师在实际教学中，能够善

用学生即场生成的有价值

的资源，“化错”为课堂资

源。“接下来我建议要尽可

能拓展延伸情境创设，给

予学生更加丰富、及时的

评价语言。”

本次闪亮课堂作课比

赛也同步面向家长开放，

不少家长都表示，现在的

课堂跟自己读书时的已经

不一样了。“以前的课堂氛

围严肃，英语课主要是读

和记，现在狮山镇的教育

水平很高，老师的水平也

高，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很

快乐。”家长阳思远说，希

望学校能够组织更多类似

活动，让家长每个学期都

可以走进课堂，与孩子共

成长。

务庄小学：集聚科组老师智慧“磨”好课

4月 29日上午，徐恩兵、

李瑞冰、狮山镇名师工作室

成员代表等来到务庄小学开

展以“研读、实践、反思，助力

教师成长”为主题的英语视

导活动。

课堂因互动而精彩。在

英语教学展示环节，老师黄

丹妮以邀请学生去农场为

主线索，设计系列关卡，让

学生们一路过关斩将，充分

调动学习积极性，让学生玩

出兴趣，玩出收获。不仅学

生们学得开心，前去视导的

一众老师也听得津津有味。

随后，视导人员认真查看

该校英语教师备课、作业布置

和批改等教学常规工作的开

展和落实情况，并给予了高度

评价。据介绍，务庄小学英语

科组的所有课程都是用集体

智慧“磨”出来的。在备课过

程中，该校英语科组老师全体

“上阵”，与上课老师一起研究

上课全过程，大到环节，小到

细节，积极寻找不足之处并提

出解决办法，不仅磨出了教师

创新思维的火花、合作交流的

默契，更是磨出了教师把握教

材的深度。

“黄丹妮老师的课堂有

激情，教态自然，热情大方。”

狮山镇名师工作室成员代表

欧娟娟表示，黄丹妮深度解

析了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

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且在尽量创设贴近生活的情

景，引导学生从生活中获取、

感知知识，课程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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