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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品质
宁静致远创校园环境

“我们说‘学’所代表的就是一
种宁静的品质。”沈国荣解释说，

“宁静，带来专注，才能让我们的孩
子们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学习。”都
说好的教育润物无声，正是这宁静
的环境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力量。

“学校里老师工作幸福，学生
学习快乐，家校关系和谐，这样环
境是最适合孩子幸福健康成长。”
学林街小学的校园环境就是这样
和谐融洽。这座书香校园给一年
级新生和家长布置的第一份作业

就是阅读一本家庭教育相关书籍，
并写心得文章。几年来不仅培养
了爱读书的孩子，也让家长们爱上
了阅读，充实了家庭教育知识，让
阅读成为每个家庭的习惯。

沈国荣把校园管理和习惯养成
联系在了一起。“习惯成自然就是好
的教育，就会形成学校的文化。”从
上放学右侧开门上下车、升旗仪式
肃立行礼的小细节，到每天阅读的
人生习惯，都在学校井然有序的工
作安排中。学校也正是在这样的和
谐氛围下，教师团队拧成了一股绳，
一门心思扑在了研究如何高效教学
上。近几年，学林街小学在全区的
年度综合考评中名列前茅。

新木成“林”
丰富课程助个性发展

在学校正门小广场上的才艺
舞台上，孩子们演奏过悠扬的古
筝、动感的架子鼓，表演过妙语连
珠的脱口秀、激情澎湃的诗朗诵
……歌曲舞蹈，更是不一而足。在
学校“积分超市”兑换表中，这个登
台展示的机会，对于才艺丰富的学
林学子来说，显然比学习用品更有
吸引力。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全面、
系统、个性的课程建设，让每一个孩
子都拥有了挖掘自己天赋和特长的
可能，也激励着孩子们坚持自己的

兴趣爱好。对孩子的评价不再仅是
学习成绩，学林用行动引导每一名
学生争做“五好学生”“五星少年”。

“我们的学生近视率、肥胖率
都很低，学校总结了原因，就在于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真正实
现轻负高质发展。”沈国荣介绍，

“学校还提供了足够多的课程，保
证孩子个性成长。”以“学品正、学
趣浓、学力优、学识厚”为育人目
标，学林不断探索优化“学林课
程”，不仅有针对性地建设了基础
性课程，更用拓展型课程为孩子们
打造起专属自己的兴趣课堂。

不仅如此，每年4月23日世
界读书日，也是学校的阅读节，校
长都会给学生赠阅书籍，并鼓励大
家创作自己的书；“快乐果园”里，
学生们自种自栽枇杷、葡萄、柿子，
感受劳动的不易和丰收的喜悦
……丰富的校园活动，在不知不觉
中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十余年来，学林教育服务品牌
含金度与美誉度不断提升，先后荣
获浙江省绿色学校、杭州市文明学
校等二十几项荣誉称号，还取得了

“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校”“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杭州市
体育传统项目（乒乓球）学校”“杭
州市智慧教育示范校”“创客教育
实验学校”等特色办学品牌，是老
百姓公认的、孩子读书的好地方。

沈国荣：宁静致远让师生美丽成长

█通讯员 沈佳英

近日，中国少年先锋队新围小
学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会议邀
请了关心、支持学校少先队工作的
社会人士、家长代表。通过组织推
荐、民主推选，出席本次大会的正
式代表共有207名。

大会在热烈激昂的音乐中顺
利拉开帷幕。出旗、唱国歌队歌，
队员们情绪高涨、激情饱满，充分
展现新围小学少先队员的蓬勃朝

气。
会议首先听取了大队长马思

源所作的《新围小学2019年少先
队工作报告》。报告分2019年工
作回眸、2020年工作展望两个部
分，充分展示了新围小学满怀理
想、不懈追求、努力奋进的少先队
员风貌。

会议上还成立中国少年先锋
队新围小学工作委员会，并表决产
生新围小学第一届少工委成员；成
立新围小学红领巾学院。今后，红

领巾学院将作为学校红色教育的
新载体，引领广大少先队队员从小
听党话、跟党走，长大为国做贡献。

队员们结合学习、生活实际，
向大会提交了 75 件合理的提
案。这些提案既有对学习活动、
行为习惯的思考，也有对学校环
境、校园文化的意见建议。学校
就相关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部
署，并在会上对其中三个提案作
现场答复。

此次会议还表彰了杭州市火

炬金奖获得者，萧山区、钱塘新区
火炬银奖获得者、优秀议案获得者
等优秀队员代表。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通讯员 倪小丽漏米娜
楼丽丽鲍可妮

近日，新湾小学第三次代表大会
在报告厅隆重召开。参加本次会议
的有学校领导、辅导员老师、校外志
愿辅导员以及各中队少先队员代表。

会议伊始，校工会主席魏妙君
老师从“创新的意识、良好的品格、
丰富的知识、强健的体魄、广泛的
爱好”等方面对队员们提出了要
求，希望队员们能以此为目标，努

力成为祖国的接班人。
傅伟校长在会上激励全体少

先队员努力争当“红领巾小健将、
红领巾小百灵、红领巾小书虫、红
领巾小创客”，人人争做新时代的
好队员；同时，傅校长也希望辅导
员老师们能继续大胆实践，以高度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探索，勤
奋耕耘，为少先队工作再创辉煌做
出贡献，让星星火炬代代相传。

少先队大队长做了2019年学
校少先队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工

作报告。为了广泛听取少先队员们
的心声，学校开展了提案征集活动。
本次大会共收到33份提案，内容涉
及行为规范、垃圾分类、食堂就餐等
方面，从中评选出了5件优秀提案。

大会上，大队辅导员老师宣读
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新湾小学第三
届工作委员会选举办法。王宏洋
副校长宣读了委员名单，选举产生
了8名委员。

当日，新湾小学今天还成立了
红领巾学院。傅伟校长为红领巾学

院揭牌。通过民主测评，各中队辅导
员的推荐，红领巾学院也迎来了一批
做事有责任心、奋发有为的新成员。

中国少年先锋队新湾小学第三次代表大会暨红领巾学院成立仪式

中国少年先锋队新围小学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

█通讯员 单建欢

2019 年 12 月 24 日，钱
塘新区小记者团走进文海实
验学校小学部开展小记者团
进校园宣讲活动。

活动为同学们讲解了什
么是小记者、小记者需要具备
的基本素质以及加入小记者
团的成长预期。

此外，活动还通过钱塘新
区小记者团“深度·读写、温度·
阅人、广度·践行”三大维度探
索的理念，从采访写作课程、特
色文化团、采风采访、亲子成长
营、风采展示五大特色主题等
多角度诠释，让文海学子深入
了解钱塘新区小记者团。

活动现场，同学们热情互

动，充分展现了文海学子懂礼
仪、阳光自信等优秀品质。

据了解，钱塘新区小记者
团作为校园教育的补充，以深
度“读·写”为根本，用好媒体资
源提供多渠道的实践机会，开
阔学生的视野，丰富经验，全面
贯彻素质教育，营造有利于思
想道德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培养新区学子爱祖国、爱家乡、
爱学习的良好品质。

钱塘新区小记者团开展进校宣讲活动

“芙蓉金菊斗馨香，陶
然共醉满钱塘”。假期的一
个傍晚，妈妈带着我来到了
钱塘新区高教西区公园，欣
赏钱塘新区精品菊花展。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
是公园门口两条长“龙”。
它们头朝下，尾巴向上，身
体用红色和黄色的菊花点
缀着，看起来煞是威风。再
往里走，香蕉黄、牛奶白、西
瓜红、葡萄紫，各种各样颜
色的菊花竞相开放。还有
与众不同的青苹果绿菊花，
都说“红花绿叶”，想必大家
很少见到绿色的花吧，真是
奇特呀。

在园丁师傅的巧手装
扮下，一棵棵不同形状的

“菊花树”让人眼前一亮。

你看，“大嘴鸟”扇动着翅膀，
想要到天空里去自由翱翔；

“长颈鹿”低着头，微笑地看
着我，似乎在欢迎我的到
来；“老鹰”缩着翅膀，用嘴亲
亲“小鹰”，温柔地安慰着自
己的小宝贝；两只公鸡正怒
目相对，眼看着一场战争马
上就要开始了；一条“小鱼”
张着嘴，调皮地吐着泡泡；
远处，两只“蝴蝶”正在翩翩
起舞……数不胜数的菊花
层层叠叠，相互簇拥，形成
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夕阳给大地披上了一
层金纱，我们只好恋恋不舍
地离开了菊花展。哦，这里
风景独好！

学正小学405班 庞静雯

这里风景独好

2019年12月21日，虽
然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
仍未浇灭我对康师傅梦想
探索乐园的期待之情。

活动开始了，我们了解
到康宝宝已经发展到中国各
地了，而我们经常吃的红烧牛
肉面，是所有面中销量最好
的！我不禁想，那么好吃的方
便面，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
在制作工厂中了解到了一切。

首先，制作的效率就让
人大吃一惊！一分钟500包
方便面，这是何等巨大的工
程啊！我们走进制作工厂，
这里是一个全自动化的制
作流水线，从搅拌，到和面，
到蒸熟，到冷却，再到油炸，
却没有发现一位工作人员。

很快，我们来到了制作

方便面的最后一个环节――
放调味料、检查。到这里我
们才发现有几个工作人员在
检查机器的纰漏。哦，原来
机器也是有失误的时候！除
了检查的环节，其余环节几
乎没有用到人力，让我不禁
感叹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科技
的快速发展。妈妈在旁边打
趣道：“如果再不好好学习，
今后可能就没有工作做了。”

是这样一道道的工序，
才让我们吃到如此美味的
方便面。“一粥一饭，当思
来处不易”，我们要节约粮
食，不挑食，不浪费，也要
认真学习，为祖国未来的
发展出一份力！

义蓬四小502班 金钦楠

探索方便面世界的奇妙梦想

2019年12月21日，下
着小雨，我跟随小记者团来
到了康师傅梦想探索乐园。

集结完毕后，我们排成
两列迫不及待地进入乐园，
在康宝宝剧场观看了康师
傅动画视频。，了解康师傅
的成长历程。

接着，我们坐着小火车
去了康师傅工厂，参观这里
的自动化生产车间。终于明
白了方便面是怎么做成的。

我们还去了神秘厨房。
认真聆听讲解姐姐生动的解
说，里面还有许多好玩的游戏，
我们在游戏中增长了见识。

最后，我们品尝了美味
的现煮方便面，还做了圣诞
帽。

虽然天上下着雨，但我
们的心情因为这次梦想之
旅而格外明媚。

义蓬三小202班 丁羽霄

康师傅梦想乐园之旅

假日，我们一家驱车来
到五云山。我早闻五云山高
不可攀，心里充满了期待。

我一下车，就被眼前的美
景迷住了，参天大树挺拔地立
着,树枝上繁茂的绿叶遮住了
阳光，带来了几许幽芳。

我很快找到了第一朵
云，接着趁热打铁，一举找到
三朵祥云。在寻找第四朵云
时，正值正午，我已经汗流浃
背，不禁打起了退堂鼓。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心
想：第四朵云太难找了，不如
放弃吧。爸爸似乎看穿了我
的心思，和蔼地对我说：“冰
冰，你是不是想放弃啊？”我
点了点头。爸爸指着山顶

说：“你觉得这里的风景与山
顶的风景哪个美呢？”“山
顶。”“对！山顶的风景更
美！但我们必须经过不懈的
努力，才能欣赏到美景。”爸
爸说完便继续攀登。

我看着爸爸的背影恍然
大悟，擦了把汗，继续登山，并
在行进中找到了剩下的两朵
云。

最后，我终于到达了山
顶，在观景台看到了钱塘江
和西湖的美景！只要我们
有坚定的信念并不懈努力
就一定能成功。

学正小学605班 卢肖冰
指导老师 苏爱梅

登山的启示

各中队少先队员呼号

支持学校少先队工作的人士出席会议

宣讲活动现场

浙江理工大学举办第二届“力行杯”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成果展评活动

特色思政课入脑入心新时代高校育人现新模式
█记者 赵邱峰通讯员 蒋超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2019
年12月20日晚，第二届“力行杯”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成果展
评活动，在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
讲习馆隆重举行。舞台上年轻的学
子们，正通过独特的教学成果会演
方式，在自创的《掌心中国·从七子
之歌到“阿中哥”》的说唱表演中，展
现该校特色思政课教育的成果。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及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全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在举国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祖
国20周年之际，浙江理工大学举办
了第二届“力行杯”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实践教学成果展评活动，本
次活动的30组实践成果，分为会演
展示和实物展示两个品类面向全
校师生及部分兄弟院校师生、专家
学者、新闻媒体等进行汇报展示，
《掌心中国》正是其中一个节目。

本次展评活动由该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主办，思想政治理论名师工作
室协办。不仅校院领导受邀出席观
看指导，还吸引了山东农业大学、浙
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
老师和学生代表等现场观摩学习。

据悉，201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为此，该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专门在全校范围内组
织全体师生围绕着“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浙理思政的故事”主题
展开实践教学。并从众多的成果
中优选了 30 组成果进行集中展
示。年轻的学子们，准备充分、巧
妙构思，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
自己的创作成果，并充分发挥自身
的专业特长和优势，紧紧围绕思政
课的主题，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
意，创作了一件件既精致美观，又
富有深刻的内涵的作品，深深感染
着每一位现场观众。“为学生点亮
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是我们
组织活动的初心与使命；实现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落实
立德树人高等教育根本任务，是我
们组织活动的宗旨和目标。”负责
活动组织策划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肖香龙教授如是说。

展评活动结束后，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渠长根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此次活动让学生们的思
想觉悟提高了、爱国之心增厚了、奋
斗精神提升了、未来参与“两个一百
年”建设的干劲也更足了。现场的某
高校教授对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

“让学生爱上思政课，因为好的思政
课应该是有盐有料的，好的思政课应
该是教师和学生都爱上的。”

据悉，浙江理工大学一直以来
高度重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实
践教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
教学和建工学院的历次党代会会址
模型、国教学院的手绘红色地图等
实践成果获得了央视新闻主流媒体
的报道。中国教育报、浙江教育报、
浙江卫视新闻联播、钱塘新区报等
主流媒体都相继关注报道。2019

年9月，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讲
习馆正式开馆，红色文化讲习馆呈
现了红色文化孕育、发展、弘扬的历
史过程，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基
地。本次第二届“力行杯”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成果展评活
动，是在首届基础上对已有实践成
果的一次梳理、总结和提升，也更突
出了实践教学，结合学生的专业特
长和兴趣爱好，更加鲜明地凸显了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澳门回归20
周年”等重大主题。

█记者 郁佳炜通讯员 肖响才

走进学林街小学的校园，

地刻浮雕、主题雕像让浓郁的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正如校

长沈国荣所说的，踏踏实实做

教育，让孩子们在宁静的校园

环境中个性发展、全面成长。

学林街小学秉持的“以文化人

“育人理念，和它所培养的学

子们，也正像森林一般，宁静

地，蓬勃地成长着。

展评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