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近日，“回声”2021 年上海市学生艺术团罗店
中学管乐团、 上海罗店学生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在
罗店中学音乐厅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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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弘扬中华民族美德， 培养青少年尊老爱老的
品质，10 月 15 日、20 日， 来自新成路小学与紫荆小
学的新华小记者们走进了嘉定区老年大学， 开展主
题实践活动。

弘扬传统美德 培养优秀品质
———嘉定区紫荆小学、嘉定区新成路小学新华小记者开展尊老爱老主题实践活动

� � � �为了更好落实“双减”工作，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发展学生兴趣与特长，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课程
为平台，以“丰富生活、展示个性、培养兴趣，拓宽知
识、开发潜能”为宗旨，虹口区东余杭路第一小学聘
请校内外专业教师进行教学，于 10 月 11 日起，正式
在一年级先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程。

小荷才露尖尖角
———虹口区东余杭路第一小学一年级课后服务掠影

“回声”2021 年上海市罗店中学专场音乐会圆满举行

翰墨书香传情 庆祝建党百年
———普陀区桃浦中心小学举办历届学生书法作品展

� � �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营造墨香校园，近日，普陀区桃浦中心小
学举办了“翰墨书香传情，庆祝建党百年”历届学生
书法作品展，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 � � � 融书法与舞蹈为一体的开场舞 《中国人中国
字》为本次书法展揭开序幕。 桃浦中心小学校长肖
维琴致欢迎词，向在场所有来宾介绍了桃小学子在
书法艺术中修身养性，学会专注、学会坚持、学会审
美。2018 年，学校成为上海市书法教育实验学校，学
生们积极参加全国、市、区各级各类书法竞赛屡获
佳绩。 在“双减”背景下，学校进一步丰富了“书
法” 特色课程的育人价值， 架构 “普及———选
拔———培优”小小书法家成才体系，不仅弘扬了书
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祖国的优秀传统
文化，更是让每一个孩子在“传统美”中学会欣赏、
陶冶情趣、展现个性，成为最芬芳的诗句。

普陀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胡俊出席活动并讲
话，对桃浦中心小学的书法课程予以肯定。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宣家鑫从专业的角度对学校的书法课程作了点
评，对学校多年来坚持书法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
实践与探索给予高度评价。

在场的领导和嘉宾为本次书法展揭幕。 本次书
法展的作品皆来自桃小历届学生，共计收到作品百
余幅，遴选优秀作品三十四幅进行展示。 作品形式
多样，篆、隶、草、楷、行书体俱全，将传统艺术、历史
文化和红色精神有机融合。

桃浦中心小学学子情怀笔端，翰墨立志，作品
中的一笔一划、起承转合都尽情抒写着同学们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 对党对祖国的深情赞美、
对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热切期盼和祝福！

奥运健儿回母校 砥砺前行勇拼搏
———宝山区红星小学举办奥运健儿吴佳欣回母校恳谈会

� � � � 10 月 15 日，宝山区红星小学“践体育志铸中国
魂”———奥运健儿吴佳欣回母校恳谈会举行。宝山区
教育局副局长王晓波，宝山区体育局副局长陆体金，
宝山区少体校书记、校长马革等领导，与红星部分教
师、小运动员们共同参加恳谈会。

� � � �会上， 红星小学校长黄浩对各界领导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对红星小学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浓
浓母校情，悠悠学子心，十多年来，吴佳欣始终不忘
初心、艰苦训练，最终载誉而归，她从红星走向了全
国、走向世界的赛场，红星为之骄傲，启蒙班主任杨
宇芳老师再次为吴佳欣佩戴领巾，学校少先队员代
表向其赠送了纪念礼物。 作为中国射箭女将，她还
在自己的第一把弓上签名留念，并在讲话中表达了
自己对红星小学学子们殷切的期望。

王晓波肯定了红星小学在 “闪亮每颗星 培育
每棵苗”育人目标下的成效。他希望，学校继续遵照
立德树人的目标，创造各种平台，为学生创设更宽
阔的发展环境， 以体育项目带动体教融合建设；同

时，学校也要贯彻落实“双减”相关政策要求，坚持
五育并举教育思路， 让学生们在运动中锤炼品德，
走上人生出彩的道路。

陆体金向红星小学赠送喜报。 他表示，优秀运
动员的培养，离不开体教结合，教育局与体育局的
深度融合，有助于共同促进青少年体质提升和全面
发展，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未来，红星小学将继续以“闪亮每颗星，培育每
棵苗”为育人目标，强调稳定中发展、传承中创新。
红星当不负众望，继续高举“五育并举”的大旗，培
育更多优秀人才，在全面育人的道路上走的更加坚
实，更加久远，红星学子更当以松柏之志，行自强之
路，创造出更好的成绩，为学校、为祖国争光。

� � � �为有效落实中央“双减”工作，黄浦区巨鹿
路第一小学自 9 月 1 日起为学生提供“5+2”模
式课后服务， 以 “330 快乐活动”“430 安心作
业”和“530 爱心托管”三大板块全面升级课后
服务，提高学校教育品质。

黄浦区巨鹿路第一小学“5+2”课后服务慧童心

■ 330 快乐活动，多元课程促慧玩
为满足不同年级的多样化需求，学校整合校内

外教育教学资源， 开设二十余种 330 快乐活动课
程， 让学生在活动体验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促
进其健康全面发展。
■ 430 安心作业，个性辅导助慧思

为有效落实作业管理， 减轻过重学业负担，学
校特设“430 安心作业”时段，由学科老师轮流进
班，督促学生完成当日作业，同时为学习有困难的
学生答疑解惑。

为鼓励学生在校完成作业，学校还建立了激励
机制， 每月为提前完成作业的学生开设活动区域。
如九月，分别为低年级和中高年级学生开设“乐高

搭建”与“纪录片欣赏”活动区域。
■ 530 爱心托管， 暖心服务护童心

学校继续为无法按时接孩子放学的家庭提供
“530 爱心托管”服务。由每日总护导老师组织学生
在五彩门内有序进行自主阅读、 室内桌游等活动，
站好课后服务的最后一班岗。

“5+2”模式课后服务是一项解除家长“后顾
之忧”的民生工程，通过近一个月的实施，也得到了
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学校还将继续听取多方面的反馈和建议，持续
优化课后服务工作，以安全的环境、丰富的活动和
优质的服务助力学子快乐成长，成为学生、家长、社
会满意的“家门口的好学校”。

� � � �活动中， 小记者们在老年大学校长的带领下，
参观了老年大学的成果展示厅，还走进了老年大学
学堂，与爷爷奶奶们共同参与了书法、西点制作、越
剧、摄影、舞蹈和瑜伽等课程。 在课堂学习之余，小
记者们现场采访了一起学习的爷爷奶奶、现场授课
教师和学校校长，增长了自己的见识，也被他们热
爱生活、热爱学习的精神所打动。

在课堂结束后，小记者们为老人们带来了才艺
表演，浓郁民族特色的葫芦丝、高昂激荡的钢琴独
奏、恳切深情的诗朗诵、轻巧灵动的傣族舞、悦耳动
听的三人唱、神秘好玩的魔术……多彩的节目获得
了爷爷奶奶们的认可与赞扬。

活动最后，小记者们为爷爷奶奶们送上了自己
最诚挚的祝福，来自紫荆小学的小记者汪子涵送了

一幅自己素描作品《学海无涯》给老年大学。 校长
希望，小记者们能够好好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态
度，长大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此次活动，不仅
给老人们带去了欢乐，也给小记者们树立了一个很
好的学习榜样，小记者们更是在活动当中深深感受
到了老年大学的爷爷奶奶们对自己的关爱。 小记者
们表示，爷爷奶奶们虽年过半百，但对学习的热情
丝毫不减，正值人生春天的他们，更应该学习这种
积极向上、发奋图强的精神，将活到老学到老的学
习意识植根于心，践之于行。

■ “七巧板”课程———书法（硬笔）
正所谓“文如其人”，学校的硬笔书法课堂不

仅教学生识字、写字等技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耐
心、做事的专注力和毅力、良好的写字习惯，以及细
致、专注、沉着、持久的品质。
■ “七巧板”课程———空手道

当学生进入“道场”以后，所有的行为举止就像
一种修行。 在修养身心的同时，学会用谦卑、礼貌、尊
重的礼仪态度对待朋友，已达到“道”的精神，更让学
生学会用“心”体会世界，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七巧板”课程———围棋

围棋易学且具有很强的趣味性，非常适合学生

们学习。 学习围棋使学生能更好的学会分析事物，
培养了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提高洞察力、
专注力、 组织力和逻辑判断力的同时还陶冶了情
操。 通过对弈，锻炼了学生的毅力，提高了耐挫力，
加强了心理素质。
■ “七巧板”课程———泥塑

结合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 学校的泥塑课程
从基础开始，使用超轻泥土橡皮泥，学习简单制作方
法，寻求多种表现形式捏制简单的造型，体验成功的
感受，以激发学生对泥塑课程的兴趣。在课堂中引导
学生感受作品的造型美，逐步提高审美能力。

做“优”课后服务 助力学生成长
———上海市昆明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纪实
� � � � 为积极响应“双减”政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需
求，发挥好教育主阵地作用，昆明学校坚持“学校用
心、教师贴心、学生开心、家长放心”的原则，在课后
服务的内容上，结合“有恒”办学理念，架构“恒学、恒
美、恒心、恒行、恒志”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体系，为学
生多元发展提供了时间与空间。

■ 维护良好氛围 追求多元发展
在基础服务时间，学校开展以“学习加油站”

活动为主的“恒学”活动，语数外等学科教师承担
起作业指导、 答疑解难的责任并进行个性化辅导。
多种趣味学习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更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了学习空间，形成了
互帮互学的校园氛围。

课后时间内，校方以“恒美”为主题，开设了包
括运动、艺术、创新、公益在内的多种拓展类课程，
还组建了“体育类、艺术类、科技类、文化类”四大
版块社团，学生自主选择，在课后时间里展示自我、
发扬个人兴趣。
■ 保持健康心理 培养积极心态

学校利用社会资源，结合学校全员导师制工作

的推进，开展以“恒心”为主题的心理健康课程，其
中包括情绪管理、心理健康指导等公益项目和“心
语室”个别指导，旨在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学生学会
心理调适、悦纳自我，从而化解心理情绪。
■ 坚持求真向善 全面育心育人

学校结合明德课程，开展“恒行”德育主题活
动。组织学生参加市区级人文比赛，并开展 2021“星
火”人文行走、劳动大比拼等活动，多方面育心育人。

此外，学校还坚持为学生“恒志”，通过开展红
色活动，深挖红色教育资源的鲜活教材，通过党史
学习教育根植“强国有我”的理想与家国情怀。

下阶段，学校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向外拓展
课后服务内容，同时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结合线上
教育资源，着力丰富课后服务内容，不断提升课后
服务质量。

� � � �近日，宝山区的“未来工程师们”再一次欢聚在
美丽的罗店中心校，共迎第十八届“罗店中心校杯”
未来工程师大赛。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以智慧和行
动，创新每一天！ 活动包含小、初、高各学段的学生
和教师，近 300 名师生及家长参加了本次活动。

宝山区第十八届“罗店中心校杯”未来工程师大赛
在宝山区罗店中心校举行

■ 未来工程师大赛
在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工作组

的指导和全区各校领导和科技老师的积极配合下，
本次大赛由线上和线下两部分同时进行，线下设立
两项活动： 结构工程师———横梁承重和机械工程
师———逢山开路之竞速。 本届比赛将继续选拔优秀
的未来工程师晋级更大的市级舞台参加竞技！
■ 结构工程师———横梁承重

桥是一种用来跨越障碍的大型构造物，确切地
说，是用来将交通路线或者其他设施跨越天然障碍
或人工障碍的构造物。 我国各种桥的总量已排在世
界第一且包揽了很多世界纪录。 比赛要求设计并制
作一架木质桥，该桥必须能够架设在两个相距一定
距离的桥墩上，并进行承重测试。 活动将通过视频、
高清图和项目设计报告介绍并展示作品。

■ 机械工程师———逢山开路之竞速
人生是一场不停歇的旅程，过程中会遇到许多

困难，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学习老一辈共产党人
逢山开路、不断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逢山开
路之竞速活动，比赛要求设计并制作一个单马达步
行机器人，模拟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活动将通
过视频、高清图、项目设计汇报、展示机器人竞技竞
速的过程。

大赛秉持着激发青少年对工程技术的兴趣，传
承红色基因，培养工匠精神、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引导青少年具有自立意识和主动服务他人、服务社
会的情怀，能融合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知识与技术来
解决真实的问题，树立团队合作意识，成为真正的
未来工程师。

� � � � 乐团总监、著名指挥家程寿昌、上海纽约大学
教授程悦，罗店镇镇长郁梦娴、副镇长姜亭亭，区教
育局副局长王晓波， 罗店镇社会事业办主任朱烨、
副主任钱卫， 上海本钢济福公司总经理黄瑞煜，中
冶钢构党群部部长乙福祥，区教育局、区少年宫、区
教育学院、罗店教育集团相关学校的领导与专家参
加本场音乐会，罗店中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家长共
同出席。

罗店中学校长严卫东为音乐会致辞，他祝福学
校管乐团在交响乐团的新征程上继续奋勇向前，再
创辉煌，谱写艺术育人的永恒交响。 罗店镇镇长郁
梦娴在讲话中表示， 罗店中学师生以环境建设、特
色课程、志愿服务和研学实践为抓手，将“春有花神
秋有华，夏有龙船冬有灯”的文化四季工程融入特
色普通高中的创建中。

音乐会在九年级队员们演奏的《无尚荣光》中
拉开序幕，同学们自信、熟练的演奏技巧瞬间点燃
了整个音乐殿堂。 八年级队员们为大家带来两首风

格迥异的作品，曲调悠扬，展示出扎实的专业技能。
乐团的萌新学员们通过自身努力，在舞台上倾情演
绎 《红旗颂》《康康舞曲》《龙的传人》 和 《风之
歌》， 用自信的态度向大家展示了罗店教育集团艺
术教育的显著成果。

音乐会在追寻梦想的《乌托邦》中圆满结束，
乐手们对音乐学习的认真与执着深深打动了全场
的观众，全场掌声不断。

乐团的发展离不开领导、家长的支持，离不开
指导教师的悉心栽培，更离不开乐团每位学生的共
同付出与努力。 乐团将努力探索“双减”背景下的
创新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促进艺术团健康发展，
加强辐射的广度和力度，让更多的学生在音乐的舞
台上绽放璀璨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