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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智和谐发展，成长与快乐同行”是普陀区长

征中心小学始终秉承的办学理念， 坚持 “健康、品

优、善思、能动”的育人目标，为学生提供普适性学

习机会和丰富多元的学习平台。 “双减”政策的出台

对学校的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场地缺

少、资金匮乏、师资不足等现状，学校努力整合多方

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成长空间。

发挥学校阵地优势 创造多彩成长空间
———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课程改革工作纪实

    据了解，学校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自 2018 年起就面向一、二年级开发了双语足球

项目，由专业足球教练进行指导，通过趣味性的体

育游戏活动， 培养学生对英语和足球项目的兴趣，

学习、掌握足球运动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就体育方面，学校还开设了武术、街舞、跳踢拍

运动等项目让孩子们在团队合作中逐步养成敢于

挑战、超越自我的良好心理素质，达到增强学生身

心素质的目的；在“芳香之旅”、PATHS、七色花舞

蹈、“开心小农场”种植、艺术语言、“未来领袖 - 领

导力”、“Drama 英语戏剧”、布谷鸟合唱团与各色

社团等美育、劳育、智育等课程项目的实践中，学校

充分发挥校内外师资优势， 多方开发社会资源，让

学生们在快乐中提升自己的核心素养，以达到五育

并举的育人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此外，在每周五课后，学校还面向一、二年级学

生以教师走班的形式开展七彩课后“330”活动。 内

容包括一带一路、舞与伦比、璀璨国宝、闻香识书、

暖心启程、活力四射六个主题，覆盖了时政、艺术、

自然、身心健康等内容，增加学生课外知识积累，丰

富学生课余生活。

在全面落实“五育并举”、加强“五项管理”的

教育背景下，学校将不断挖掘资源，深入拓展时间

和空间，助力学生健康全面的成长，让校园成为每

个孩子体验成功的乐园。

落实双减 五育并举 聚焦课堂 提升质量
———浦东新区盐仓小学九月份家长开放日系列活动

    为落实双减、五育并举、聚焦课堂、提升质量，

同时加强家校社合作，办“身边的好学校”，近日，盐

仓小学举办了 2021 学年第一学期家长开放日系列

活动。 本次活动，盐仓小学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情况下，邀请了各班五位家委会代表参与此次开放

日活动。

    五个年级平行开课中，家长们通过五位年轻教

师的展示课程，感受年轻教师的活力和学生在德智

体美劳方面的全面发展。

朱老师在一（3）班开展《加法———添加》时采

用了让孩子根据情境图描述情节的方式，不但活跃

课堂气氛，也让孩子们对加法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

的了解，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吴老师在二（2）班执教《妈妈睡了》一课时将

课文信息与生活实际巧妙结合运用，让孩子在课堂

中感受妈妈和孩子之间的爱。

杨老师在三（4）班开设了道法课《美丽中国是

我家》，通过借助图片，小主持，让孩子在有趣的氛

围中了解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和国歌，同时也引导

孩子树立了作为中国人的光荣感和自豪感。

四（2）班由汤老师执教《毫升与升的认识》，

她通过创设具体情景和操作调动孩子兴趣，让孩子

在动手实践中初步了解了毫升和升的一些知识。

顾老师在操场上对五（2）孩子们进行滚翻和

拖渔网的教学时，通过让孩子尝试动作和参与“拖

渔网”的游戏，帮助孩子掌握了前、后滚翻的技术动

作，增强了合作意识，培养了创想能力。

学校心理金老师为家长们开了一堂主题为

《父母如何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注意力》 的讲座。

金老师通过与家互动， 普及注意力的相关知识，分

享互动游戏方式，让家长们明白注意力对孩子学习

的影响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提高注意力。

    金山区活跃着一支 “金小囡”03 早教志愿者队

伍。 这是由区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中心牵头组建的

志愿者服务团队，成员主要来自各街镇（工业区）幼

儿园、托儿所中具有 03 婴幼儿家庭指导专业能力的

教师和保育人员。

整合优质资源 助力科学育儿
———金山区打通科学育儿资源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根据上海市教委工作精神，“学龄前儿童

善育工程”民心工程持续升级，要求各区科学育儿

指导服务凸显科学育儿指导的内容个性化和精准

化。 为此，金山区整合教育、卫健、妇联等多个部门

优质资源，通过“进楼宇、进园区、进场馆、进社区、

进家庭”的“五进”工程，合力打通科学育儿资源的

“最后一公里”。

■ 进楼宇：“进楼宇”指在办公楼宇、商业中心等场

所面向家长开展专家咨询面对面、科学育儿微讲座等

活动。 早教志愿者团队与区总工会相关部门对接，陆

续走进各企业创建的妈咪小屋，为企业员工服务。

■ 进园区：“进园区”指在年轻父母集中的大学园

区、科教园区、产业园区、工业园区等场所开展活

动。“金小囡”早教志愿者团队在山阳田园、花开海

上等户外有特色的园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亲子游

戏，今后将陆续走进金山区科创园、金山工业区等

场所，结合园区条件因地制宜进行服务。

■ 进场馆：“进场馆”指在图书馆、博物馆、美术

馆、科技馆等场馆开展各类指导服务活动。 在各街

镇创建的社区图书馆支持下，志愿者引导家长和萌

娃们走进场馆、了解家乡，认识世界。

■ 进社区：早在 2008 年，各街镇幼儿园、托儿所就

以“早教大蓬车”的形式，利用双休日将公益早教

活动送进村居。 目前，此项活动和卫健委计生部门

联合，在“医教养”大背景下开展包括专家咨询、亲

子课堂、集体游戏等各类活动，为社区居民带去“家

门口”的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 进家庭：“进家庭”是指资源进家庭，通过发放

母婴手册、育之有道 APP 等宣传资料，将科学育儿

资源获取的途径告知适龄幼儿家庭；同时，上门为

有需求的特殊幼儿进行指导、为参与玩具材料包试

点的家庭进行使用指导，精细化支持家庭养育。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为弘扬伟

大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 重温战争时期的光辉历

史和英雄壮举，近日，金山区宏阳幼儿园开展了喜迎

国庆萌娃红色运动会。 本次运动会邀请了亭林镇妇

联和该园家委会代表担任评委，一共有六项议程。

弘扬革命精神 培养小小爱国心
———金山区宏阳幼儿园开展喜迎国庆萌娃红色运动会

    第一项是入场仪式。 各方阵的小朋友精神抖

擞、自信愉悦，喊着响亮的口号，依次走进运动场。

第二项是升旗仪式。 神气的升旗手、护旗手们

迈着坚定的步伐上场后，全体幼儿和教师面向国旗

行注目礼，升国旗、奏国歌，简短的升旗仪式增强了

孩子们的仪式感和小主人翁意识。

第三项是园长讲话。 唐园长在讲话中不仅献上

了自己对祖国的真挚祝福，也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殷

切期盼。 她希望孩子们能以革命先辈、奥运冠军为

榜样，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加深对祖国妈妈的了

解和热爱，让民族自豪感永驻孩子们心中！

第四项是广播操比赛。 各班表演各具特色，令

观众叹为观止。 小班朋友们神气十足，拿着拨浪鼓，

与音乐一起灵动地摆着、跳着。 中班的小朋友们，动

作规范、队列整齐、力量十足、英姿飒爽。 他们手拿

棒棒糖鼓和彩虹手鼓，伴随振奋的音乐展现自信与

快乐。 最后是大班的小朋友，他们在音乐中尽情舞

腰鼓，动作整齐有力，富有节奏，充满气势与活力。

在第五项议程中， 各班结合各年龄段的特点，

开展了红色运动小游戏，小运动员们拿出自己的看

家本事，勇往直前。 让观众惊叹于他们的英姿！

最后，进行了颁奖仪式。 唐园长为在本次运动

会中获奖的班级一一颁奖，并和孩子们合影留念。

此次红色运动会是宏阳幼儿园“永远跟党走”主

题下的系列活动之一，寄寓了幼儿园培养孩子们爱国

爱党意识的愿望和希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望。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 引导少先队员听党的

话、跟党走，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在中国

少年先锋队建队 72 周年之际， 清水路小学开展了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主题队日活动。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嘉定区清水路小学举行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72 周年主题活动

    生动的队课：少先队活动课上，队员们一起重

温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共青团

员和少先队员们代表的集体致献词，回顾了少先队

的基本知识，通过队知识竞赛、规范队礼、唱响队

歌、重温入队誓词、系红领巾大比拼等形式，激发队

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引导队员们用实际行动践行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词。

红色的寻访：建队日期间，队员们打着队旗寻访

红色足迹，点亮红色心灯。 外冈游击队、嘉定博物馆、

“五抗”斗争纪念馆、四行仓库……各大红色教育基

地中都留下了队员们的身影。 队员们在寻访中重温

了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披荆斩棘的百年辉煌历史，

更加明白了如今美好的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共享的社团活动：今年建队日期间，学校与留云

中学、 安亭师范附属小学联合打造的红领巾共享社

团“水云亭打击乐团”，于嘉定区少先队纪念中国少

年先锋队建队 72 周年主题集会中进行展示演出，合

作演奏了《小星星》《千与千寻》等大家耳熟能详的

乐曲。 队员们配合默契，互助互补，完美演奏，在共享

社团中拉近了交流的距离，收获了幸福的体验。

精彩的宣讲：队员们学党史、感党恩，纷纷开展

了“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少先

队活动。 一个个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在队员们声情并茂的讲解中与时代交织。 重温

百年党史理想信念的厚重底蕴，激励队员们高举队

旗跟党走，赓续红色血脉，接续百年梦想。

童心向未来 开启新时代
———松江区泗泾第七幼儿园的建园五周年

    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松江区泗

泾第七幼儿园也迎来了建园五周年。

■ 小班篇：生日快乐，我的幼儿园

初入幼儿园的小班宝贝们怀着好奇、怀着期待

加入七幼的大家庭，如今在这个特殊的庆生活动里

宝贝们也发生了有趣的事情。 教师带着孩子们参观

幼儿园以前的照片以及前几届哥哥姐姐的照片，了

解幼儿园的历史，并合影留念。 面对被装饰的庆生

蛋糕模型，孩子们满怀激动。 他们用各种颜色制作

出一个彩虹奶油蛋糕、 水果蛋糕和宇宙星空蛋糕。

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蛋糕，孩子们心里也是满满的

自豪感和幸福感。

■ 中班篇：年年七幼相见，岁岁幸福平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泗泾第七幼

儿园将一届又一届未来无限、怀揣梦想的小朋友送

进了小学，也在硕果丰收的九月迎来了自己五周岁

的生日。 孩子们讨论着自己过生日的情景，也商量

着要给幼儿园打扮的漂漂亮亮。 孩子们设计了蛋

糕，送上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还创编了一首生日

歌和一支舞蹈。 在教师的宣传下，家长朋友们也积

极参与其中，共同引导幼儿感受生日会的快乐。

■ 大班篇：“五”彩缤纷，童享成长

今年是大班的孩子在幼儿园生活的最后一年。

在幼儿园五岁生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泗泾七幼大

班的孩子们用独属于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教师一起展

开了对幼儿园的五岁生日祝福。 孩子们筹划给幼儿

园送一份装饰画作为礼物， 也记录了一些陪伴着他

们但是损坏了的物品，并画出修补方法，希望修补过

后的幼儿园更加漂亮，可以更好地陪伴我们成长。

这是一个特别而美好的生日会， 在为泗泾七幼 5

岁生日庆祝活动中，孩子们用不同方式表达着对泗泾七

幼的祝福，每个祝福都蕴含着他们对幼儿园满满的爱。

行为规范教育策略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浦江高级中学开展“问诊德育·智慧传递”主题论坛活动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浦江高级中学举行了问诊德育专

题论坛，本期论坛以《行为规范教育策略》

为主题。

    论坛主讲人是来自高二年级教师杨引、刘莉和

刘艳艳。 浦江高级中学校长刘坤、学生发展部杜骏

老师、三位年级组长以及所有班主任参加了本次论

坛活动。

杨引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立足班级的实际情

况，从班级氛围以及学生心理两个方面，提出自己

在班级管理方面的思考。 比如从学生的上交作业情

况开始抓起，调整班级的节奏，改善班级的学习氛

围，从而改善学生的行为规范。

刘莉从自我认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常态固

化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分享了自己作为班主任在

规范学生行为方面做出的一些工作。 通过让学生反

思，认识到自身在行为规范方面存在的不足。 又通

过利用主题班会、学校活动等契机教育学生，改善学

生的行为规范。

刘艳艳围绕行为规范教育策略，分享了自己的

点滴体会。 她制定了班级管理条例来量化学生的行

为规范表现，从而达到约束学生行为的目的，帮助学

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刘老师还注重班干部的培

养，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管理。

刘坤对本次论坛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进行

总结。 刘坤指出，在班级管理中心，班主任要多多陪

伴班级的学生，平时要多思考策略，多总结经验，做

一名智慧型班主任。

    “廉洁文化”已融入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廉洁

不仅与成年人有关，幼儿同样是廉洁的践行者。 “食

之廉洁”最能体现一个人在平凡的生活中的廉洁、节

约意识，因此让“廉洁文化”进入我们的幼儿园，又会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食之廉洁 我们在行动
———浦东新区三林镇中心幼儿园 “世界粮食日”教育活动

■ 小班篇：为了从小培养幼儿珍惜粮食、节约粮食

的好习惯，小班组围绕“一粒米的故事”的主题，开

展“食之廉洁 我们在行动”绿色教育实践活动。 教

师们准备了照片、视频，让孩子们感受农民播种的

辛苦。 在接受着普通又珍贵的食物的同时，也希望

孩子们能够学会感恩。

■ 中班篇： 如今的物质生活已经比以前丰富了许

多，但是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面临饥饿。 节

约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 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

三林镇中心幼儿园也为“节约”不断注入新的涵义

和活力。 中午，每个班的值日生们早早吃光了饭菜，

已经准备上岗值班！

■ 大班篇： 大班的哥哥姐姐拿起画笔为本次活动

创作一幅幅童趣的宣传海报。 在积极富有正能量的

氛围里，孩子们将廉洁向食真正展现于行动中。 不

止在幼儿园里做到光盘，孩子们回家后和家人们分

享了食物的珍贵，自觉做到光盘。

除了小朋友们，幼儿园教师们也积极响应“怕

浪费”活动，吃多少添多少。

通过这次的世界粮食日系列活动， 也相信孩

子们对食物的珍贵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从小养成

他们“不浪费”的好习惯，将“食之廉洁”活动继

续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