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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逸嫣通讯员 朱筱

泡泡单车、流动科技馆、气球直升机……近
日，由区教育与卫生健康局、经发科技局共同主
办的“我爱科学·人人参与”2021年钱塘区中小
学生科技节在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附属学校
正式拉开帷幕。现场各类科技体验项目“脑洞
大开”、精彩纷呈，把孩子们带入了神奇酷炫的
科技世界。

开幕式上现场公布了2021年杭州市科技
特色学校的入选名单。文海实验学校、学林小
学、下沙第一小学、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附属
学校、学正小学等5所学校经过综合评定，获此
殊荣。

随后，由杭州钱塘少年科学院导师为21名
“杭州钱塘少年科学院第二届小院士”授予荣誉徽
章。据了解，“小院士”个个爱科学、乐创新，平时
都积极参加各类科技活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科技节正式启动。在基础教育研究室附校
的操场上，“科技嘉年华”早已人声鼎沸、热火朝
天。在来自钱塘区各中小学的41个展位上，同
学们用自己的所知所学大展身手。

下沙第一小学的同学们用遮光布把展位严
严实实地围了起来，搭成了一个临时“智能寻迹
车体验馆”，吸引了不少“小科学家”的注意。“通
过创造遮光环境，让智能寻迹车有效地用前端
发光二极管探测颜色，从而实现自动转弯。”迎着
同龄小伙伴们好奇的目光，下沙一小的同学们
从容地讲解起来，“我们还把路线设计成了长征
路线，在科技创新的同时献礼建党100周年。”

学林小学的手指化石、下沙第二小学的气
球直升机、新湾小学的倍力桥、学正小学“香之
路”中医药科技之香料文化科普……一系列项
目都吸引了众多同学体验。

“科技嘉年华”不仅是同学们展示科技成果
的舞台，也充分利用区内高校和高新企业资源，
为钱塘少年探索更加广阔的科学世界搭建平
台，一如既往获得了同学们的欢迎。现场，浙江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展位就是其中之一。展位
以“望闻问切”为主题，设计了显微镜观察细菌、
嗅食品添加剂的味道、认识膳食宝塔、做碘伏变
色小实验等四个小游戏。体验者可通过回答问
题巩固游戏中学到的知识赢取小奖品。有趣的
小知识时不时让人群响起一阵欢笑。

作为开幕式的“东道主”，基础教育研究室
附属学校在学校课程中安排了“科技月”，同时
家校联合开展科学课程与实验。校长魏强表

示：“此次科技节在我校举办，对于学校同学们
来说是一次考验与展示。除了课程以外，学校
还为热爱科学的孩子们开设了社团，尽力为他
们提供最好的硬件设施。”

青少年宫主任傅晖介绍道：“在今天的科技
嘉年华之后，我们将安排‘流动少年宫进校园’
系列活动，把嘉年华上好的、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带进各个学校，让大家切身体会科技魅力。”据
悉，本届科技节将持续开展到11月。期间，将
开展趣味七巧板、脑力大爆炸、神奇实验室、

Scratch语言趣味编程挑战赛、Android手机
应用程序开发等一系列科技比赛，动员全区“小
科学家们”踊跃参与比赛，感受科技的魅力。

“科技是关乎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深化青
少年科技教育意义深远、重大。”教育与卫生健
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钱塘教育系统也
将把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作为一项光荣而有意义的工作任
务，加强科技教育、创新教育，助力钱塘科技少
年茁壮成长。

“我爱科学人人参与”
2021年钱塘区中小学生科技节正式开幕

■记者 杨逸嫣

在过去一年里，教育与卫生健康局与全区
中小学融合创新，开展亮眼控肥胖行动，通过建
立健康副班主任制度、开展365健康跑、阳光向
上少年等活动的方式，促进全区中小学生健康
素养有了整体提升。为了进一步培养钱塘健康
少年，各校积极深化推进亮眼控肥行动，进行了
各有千秋的一系列实践探索。

文海实验小学、义蓬三小、新湾小学、市基
础教育研究室附属学校等学校将“亮眼控肥”的
宣传融到了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各校利用升旗
仪式做相关主题的国旗下演讲，进行以“呵护眼
睛，预防近视”“合理膳食，预防肥胖”为主题的
少先队课，号召全体学生呵护好眼睛、保护好视
力，将健康饮食、多运动的信念牢记在心中，再
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在宣传的基础上，不少学校还会定期对全
校学生进行视力、屈光度、身高、体重检测摸底
检查，并进行各类“大评比”，用实际行动让学生
们了解到亮眼控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像新湾
小学，就会对全校学生的视力情况进行检测统
计，按照近视率和每年降低比率标准，评出6个
优秀班级进行表彰。义蓬三小进行了“五姿小

标兵”评比，通过评比式练习，让学生们掌握正
确的站立、读书、写字、坐姿、举手姿势，做到读
书写字姿态端正。

前进小学在校级教育的基础上，特邀请了
前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傅医生进校开展专
业知识讲座。傅医生带领大家了解眼睛的复杂
构造，还分析了近视的原因，向同学们分享了许
多切实有效的护眼小妙招。

不仅是中小学，各幼儿园也在积极响应
“亮眼控肥”工作。义蓬第一幼儿园邀请到了
义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为中班的孩
子们做了“亮眼控肥”的专题讲座，通过举例、

问答等形式向孩子们传达了爱护眼睛、锻炼身
体的理念。文清幼儿园则更注重与家长的沟
通，为家长提供保护孩子视力、预防肥胖的方
法，让家校合作在“亮眼控肥”行动中充分发挥
效果。

确实，只有良好的家校合作才能更加科学
地推进爱眼护眼及健康运动教育。

为此，月雅河小学二（3）中队邀请了叶好同
学的妈妈——营养师林丽芝，为孩子们上了一堂
关于健康与营养的小知识趣味课。林妈妈通过
一组当今10年间成人与儿童青少年超重率、肥胖
率的对比展示，在让孩子们了解到肥胖带来的危
害后，细细讲解了心理平衡、合理饮食、适量运动、
充足睡眠四个纬度预防肥胖的方法。

为了得到更多家长的支持，钱塘区青少年
宫也为“亮眼控肥”工作添砖加瓦，邀请中国关
工委健体中心项目三处副处长、教育部中国关
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刘康苗博
士，为家长们带来爱眼护眼专题讲座。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各类活动的举办，能够引起家长
们对青少年亮眼控肥这一议题的重视，将相关
的科学理念变成每时每刻对未成年人进行爱护
眼睛教育的具体行动，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光
明的未来！

让眼睛亮起来和肥胖说“拜拜”
钱塘区“亮眼控肥”工作持续进行时

■记者 杨逸嫣

杭州钱塘区青少年宫成立于
2012年，随着当时最后一个教学
点——沿江中心的建成，区青少
年宫正式开始投入使用。与此同
时，现任青少年宫主任的傅晖也
从一名普通老师成为了区青少年
宫的“建设者”。

“在外面遍地的补习班和学
校开设的1+X课程中，我们青少
年宫该如何创造优势、脱颖而
出?”在大环境的压力下，傅晖想
到了三个方向。首先便是做系
统。青少年宫在文艺、美术、科
技、体育、文学五大学科版块的
基础上，建立了“金字塔式”课程
体系，让孩子能在有兴趣、有天
赋的学科中递进式地连续学习，
直到成就一技之长。其次青少
年宫开始做精品。除了有古筝、
书法、篮球等11个项目名师班
课程外，还引进了精英少年减肥
营、DI创新思维、沙画等优质课
程项目，填补了培训班的漏洞，
满足不同孩子的不同需求。“最
后，也是相当重要的一块，文化
传承。”青少年宫将陶艺、纸艺、
木艺、农艺等搬进非遗项目实践
公益体验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
受青花彩绘、古法造纸、活字印
刷、扎染等十多项传统技艺。在
如此丰富又别出心裁的课程支
持下，2021年春季，区青少年宫
做到了开设1141个兴趣班、招
生15140余人次的好成绩，发展
成为钱塘学子理想的校外学习
实践、休闲娱乐之地。

“秉承着公益性、服务性、教
育性的运营理念，青少年宫经常
会带着课程进社区和校园，打造

‘终身学习坊’，提供全年龄段一
站式服务。”傅晖介绍。确实，他
带领区青少年宫学生建立了区中
小学生艺术团，其中包括鹿鸣童
声合唱团、青荷儿童舞蹈团、小木
偶演艺团等六大分团，精灵歌表
队和雅风民乐坊两个精品团队。

社团不仅代表钱塘区参加活动，
也会结合传统文化节日自主举办
如“敬老爱老助老”最美表彰、献
礼中秋节等各类活动，通过不同
形态的教育，打响区青少年宫品
牌效应。

除了教育方面的创新与措
施，青少年宫在办学中也充满着
人文情怀。傅晖说道:“为解决寒
假期间钱塘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员工后顾之忧、为青少年儿童提
供安全充实的假期及学后时间，
每年青少年宫都会组织举办区级
寒暑假暖心班课程。”

在传递知识的同时，青少年
宫也不忘为孩子们提供展示自我
的平台。傅晖积极鼓励老师带领
学生参赛，取得了许多好成绩。
如在杭州市青少年体育超级联赛
暨浙江省第七届青少年跆拳道公
开赛中，区青少年宫学院共获金
牌18项、银牌36项、铜牌22项；
小木偶演艺团获2020年杭州市
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戏剧初中组
三等奖及2020年杭州市中小学
生文化艺术节戏剧三等奖；青荷
儿童舞蹈团获浙江省校外教育优
秀社团、精品项目展示活动获优
秀社团奖、2020年杭州市中小学
生文化艺术节群舞小学组二等奖
及2020年浙江省中小学生文化
艺术节群舞三等奖……

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区青少年宫也获得了2019年度
杭州市“流动少年宫”活动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才艺学习的乐
园，素质提升的舞台，梦想开始的
地方……我们青少年宫要成为不
断为孩子成长提供养分的一块沃
土。”傅晖说。

“钱塘少年交通警校”成立
为庆祝建党百年，增强全体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

和法制意识，4月21日下午，幸福河小学与钱塘公安
分局交警大队合作成立“钱塘少年交通警校”，实施
“护校安园”“文明交通”专项行动。此举将加大“党、
团、队和警、家、校”联动共建工作力度，积极推动交警
部门、家庭、学校共建“平安校园”。

通讯员洪玉叶

区青少年宫：努力成为孩子们
全面发展的沃土

■通讯员 单建欢

4月17日、18日，在钱塘小
记者们的欢声笑语中，2021少
年学报·钱塘小记者团亲子嘉
年华在下沙第一小学和钱江小
学的操场上拉开了序幕。

此次亲子嘉年华活动由
“能量传递”“大兵小兵向前
冲”“神笔马良”“生命之旅”等
亲子互动游戏组成。活动招募
一经发出，小记者们报名就异
常火爆。活动现场家长们带着
孩子拼尽全力，用自己的行动
演绎拼搏精神和团队精神。

在能量传递活动中，因为
第一个运送完成，小记者们激
动得和队友拥抱在了一起；因
为在“神笔马良”中最先写完指

定内容，小记者们露出了兴奋
的笑容；“生命之旅“项目里，蒙
上眼睛的家长和小记者们用尽
各种姿势，通过重重障碍……
整个比赛现场非常欢乐。

这样新颖的活动形式，让
小记者们在户外放松的同时，
学到课堂外的拼搏精神和团队
精神，更以一天的相处增进亲
子间的感情。

在蒙眼完成了“生命之旅”
后，回忆路途中的坎坷和亲子之
间的点点滴滴，小记者和家长们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小记者李
航宇的妈妈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这次活动让我们做家长的能抽
出更多时间来陪伴孩子，感受他
们的成长。我们的孩子或许并
不完美，但是我依然爱你。”

少年学报·钱塘小记者团
亲子嘉年华超热闹！

■毛纬武

寒假去北京旅游时，在一景
点超市听到所有营业员都吆喝

“果pǔ、果pǔ”，再看所有包装
盒上的汉语拼音均为“guopu”，
虽未标注声调，显然也是将其当
作“果pǔ”了。

“脯”有2个读音，一为 fǔ，
义为肉干。如“鹿脯”“牛脯”“肉
脯”“兔脯”“脯腊”（干肉）、“脯
饩”（干肉和生肉）、“脯糗”（干肉
和干粮）、“脯枣”（干肉和枣类果
品）。并由此引申为蜜饯果干，

即干燥脱水的水果。如“果脯”
“李脯”“梨脯”“桃脯”“杏脯”“枣
脯”“海棠脯”“苹果脯”“青梅脯”

“山楂脯”。它还可指熟肉。如
“脯羹（肉汁）”“脯酱”（肉酱）、
“脯酒”（酒肉）、“脯肉”（肉食）。
二为pú，用来指胸脯。如“胸脯
子”“胸脯儿”。还有一个词叫

“脯子（pú·zi）”指鸡鸭等胸部
的肉，如“鸡脯”“鸭脯”。显见，

“脯”虽为多音字，但并不读作
pǔ。pǔ音是自行将pú的声
母和fǔ的声调结合而成的一个
杂糅音。

“脯”的读音

云帆小学“亮眼控肥”主题班会

“科学小院士”颁奖

孩子们在各展位体验有趣实验参会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纷纷与“变形金刚”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