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31日袁天朗气清遥踏着金色的阳光袁伴
着优美的旋律遥 在节日的欢乐气氛里袁我校三
年级全体师生和家长代表们袁举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野幸福成长要要要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冶十岁
成长仪式袁一起迎接孩子们的成长时刻袁一起为
孩子们送来了祝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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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普照大地袁 歌声伴着微笑遥 我们三
渊18冤班全体学生及家长委员会的成员来到民
歌民乐公园袁与住建局环卫处尧园林处及妇联
的工作人员一起参加野小小园林环卫工袁共建
美好新家园冶的活动遥

到达公园后,我们排着整齐有序的队伍从
公园门口一直走到了音乐长廊遥 一路上讲解
员贺晶晶阿姨认真地为我们介绍了公园的概
况袁我们听着贺阿姨的介绍袁一边惬意地欣赏
着公园的美景袁一边慢慢地向活动场地走去遥
初夏的民歌民乐公园美极了院 微风轻轻地吹
拂着河边的杨柳袁郁郁葱葱的草地铺向远方袁
各种各样的小花点缀在绿色之中袁 好似美丽
夜空中的点点繁星遥 路边的棵棵大树手拉着
手为我们遮住了天上的太阳袁 耳边传来了小

鸟的歌唱遥 我们深深地沉醉在这美景之中遥
突然队伍停住了袁原来活动场地到了遥 一

位头发花白的爷爷早早地在那里等我们了遥
老爷爷微笑着对我们介绍了今天的活动院拔
草尧栽花尧捡垃圾遥呀浴这些工作实在是简单极
了遥 不就是拔掉杂草袁挖坑种花袁把垃圾扔到
垃圾箱里吗钥 可听了爷爷的介绍我才知道袁原
来把这些工作做好可都不简单呢浴 拔草要从
草的根部拔起袁栽花挖坑时要看土球的大小袁

捡垃圾扔进垃圾箱前要进行分类遥
我们依次完成了这三项任务袁 让我体会

最深的是捡垃圾遥 同学们分成 24个小组袁拿
着专用的垃圾袋和捡垃圾的夹子袁 在公园的
各个角落搜寻着目标院易拉罐尧塑料袋尧枯树
枝尧烟头......很明显公园已经被勤劳的环卫工
人清理过了袁但还是有漏网之鱼袁我竟然在草
坪上发现了被乱丢的烟头袁 可我用夹子怎么
都夹不起来袁只好蹲下身子袁伸出手袁将它捡

了起来袁 一股难闻的气味瞬间扑进了我的鼻
子袁我忍着刺鼻的味道将烟头放进了垃圾袋遥
就这样袁我陆陆续续捡了不少垃圾袁额头已经
满是汗水袁后背也被汗水浸湿了袁心里不禁想
到院我才干了这么一会儿就觉得累袁那环卫工
人该有多辛苦呀浴 乱扔垃圾既会破坏公园的
美景袁也污染了环境袁我一定要从我做起袁不
乱扔垃圾袁 保护环境袁 还要制止别人乱扔垃
圾袁这样才能保护我们大家的美丽家园浴

活动在 叶我和我的祖国曳 的歌声中结束
的袁我们用歌声表达了对环卫工人的感谢袁也
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遥

渊指导老师院阚娟冤

5 月 20 日尧21 日及 23
日袁 区教育局初教科赵建昌
科长带领督导组一行 5 人袁
分三天分别对我校三个校区
进行了综合督导过程评估遥
期间袁 区委教育工委副记彭
如武尧 教育局督导室主任刘

铸参加了督导评估活动袁并
结合督导组的反馈情况袁提
出工作意见遥

督导评估组依据督导评
估办法袁通过听取汇报尧察看
现场尧查阅资料尧随机听课尧
抽样测试尧问卷调查尧座谈访

谈等方式袁 深入各校区工作
的方方面面开展督导评估袁
全面尧 真实地掌握学校工作
的质态遥

在各校区接受督导评估
的当天下午袁 督导组都进行
了交流反馈袁 就各校区的工

作给出评估意见袁 并针对存
在的问题袁 就校区下一步的
工作提出指导性建议遥

周明亮校长表示袁 这次
督导评估既是对各校区工作
的全面考核袁 更是对学校各
项工作的检视袁 督导评估组
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袁
学校将认真梳理袁精准施策袁
逐项整改到位遥 同时袁还将以
此次督导评估为契机袁 继续
践行 野和实教育冶 的办学理
念袁 进一步完善特色校本课
程体系并有效实施袁 创新机
制袁强化保障袁抓好教师提升
工程袁抓好学生素养培养袁不
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
质量遥 渊张新冤

为促进珠心算教师专业发
展袁提升珠心算实验教师的教学
水平袁 5月 29日袁 扬州市小学
珠心算课堂教学比赛 渊江都尧广
陵赛区冤 在我校老校区隆重举
行遥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省特
级教师张秀花尧广陵区教研室杨
春燕主任尧江都区教研室吴军主
任尧扬州市珠心算兼职教研员唐
龙妹主任及相关珠心算实验学
校的骨干老师参加了本次活动遥

本次参赛的 7名选手来自
扬州市广陵区尧江都区的 7所珠

心算实验学校遥 每位老师带领
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情境中自主
探究袁理清算理袁交流算法袁学
生在玩中学尧学中练袁充分感受
珠心算的乐趣遥 同课异构是本
次比赛中的亮点袁 来自广陵小
学的王兴霞老师和滨江小学的
李炎老师精彩呈现了第二册的
叶进位加渊1冤曳袁抓住重点袁突破
难点曰 来自汶河小学东区校的
匡元娥老师和江都区仙女镇中
心小学的沈敏老师执教的第二
册叶两位数减一位数渊退位冤曳袁

趣味浓袁互动多袁课堂气氛活跃遥
本次比赛中袁 来自江都区实验小
学的成娜娜老师和江都区国际学
校的濮灵老师袁 注重珠心算课堂
教学的特点袁 分别展示了第四册
中的叶不退位减曳和叶不退位减心
算曳袁让一线的老师学习到珠心算
的四个主要环节院实拨尧空拨尧看
拨尧想珠袁充分了解了学生珠心算
能力的形成过程遥 江都区丁伙中
心小学的周星老师执教的第二册
叶不进位加不退位减曳袁活力四射袁
一展年轻老师的风采遥

活动最后袁 由扬州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的张秀花特级教师
对本次活动作了点评袁 她夸赞
本次活动做到野区域联动尧同课
互动尧效果明显冶遥 同时也对珠
心算教学寄托了希望院 希望实
验学校的数学老师们都能积极
尝试常规计算教学与珠心算教
学相融合袁 以此帮助学生进一
步提升自己的计算能力袁 希望
各实验学校扎扎实实推进珠心
算教学教研工作袁 不断积累经
验袁取得更辉煌的成绩遥 渊袁方冤

5月 7日上午袁伴着温柔的
暖阳袁迎着和煦的微风袁我们兴
致勃勃地来到了憧憬已久的曹
王校外实践基地遥

在基地礼堂举行隆重而又
庄严的开营仪式后袁我们就正式
投入了实践活动中遥
我们首先来到宿舍遥宿舍里

共有 10人袁一进宿舍袁我们便热
火朝天地干了起来袁 整理东西尧
顺床单尧套被子噎噎这一件件的
平常小事在我们这儿却干得十
分吃力遥是啊袁没有父母在身边袁
每一件事都让我们手忙脚乱遥对
于从来没有住过集体宿舍的我
来说非常兴奋袁想想晚上和这么
多同学睡在一个宿舍里袁 真开

心浴
这次实践活动内容丰富多

彩袁各具特色遥军训课上袁我们在
教官的指导下掌握了一些队列
行走的正规动作要领袁都觉得自
己就是一名小军人袁那种感觉真
是令人自豪遥我们又去了邵伯研
学袁了解了邵伯古镇的悠久历史
文化曰真人 CS袁我们体验了一次
激烈的战斗曰盆景制作课袁我们
欣赏到了形态各异的盆景曰水的
净化让我懂得水的来之不易袁一
定要珍惜水资源曰软陶艺术让我
了解了中国陶艺的发展袁也体会
了自己动手制作陶器的快乐曰安
全园地袁 加深了我们的安全意
识曰火箭发射与构造袁丰富我们

的知识面袁激发了我们的探索科
学奥秘的热情噎噎这些课程生
动有趣袁加上基地教师上课时生
动尧幽默的讲解袁真是深深吸引
了我们遥

给我印象最深的课是模拟
飞行课遥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袁
学习高仿真战斗机模拟器的驾
驶飞行遥模拟飞行体验是通过专
门的软件和硬件设备对真实世
界飞行及其各种元素在电脑中
进行仿真模拟的一项航空科技
活动遥这种活动能够丰富我们的
航空航天知识袁 锻炼我们的毅
力尧手脑协调能力袁增强我们思
维敏捷度袁 提高快速应变能力遥
如果在我们的学校里能有这样
的课程该多好呀浴

为了充实我们的实践活动袁
基地老师还给我们安排了文艺
晚会袁同学们各怀绝技袁一个又
一个精彩绝伦的节目纷纷上演袁

有的唱歌袁有的跳舞袁有的演小
品噎噎很荣幸我也在晚会上表
演了打架子鼓遥

在这四天三晚的时间里袁我
们通过自己动手套被子尧 叠被
子尧整理衣物等过程袁锻炼了自
己的能力袁 学会了坚韧不拔尧团
结合作袁同时我们也表现出了经
验不足袁 处理问题不够成熟尧书
本知识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等
问题遥我们会更加珍惜在校学习
的时光袁 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袁
并不断深入到实践中去袁检验自
己的 袁锻炼自己的能力袁为今后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打下坚实的
基础遥

曹王的实践活动开阔了我
们的眼界袁 让我们学会了独立袁
学会了感恩和思考袁更学会了勇
敢和坚强袁我们在实践中得到了
成长遥 这真是一次难忘之旅遥

渊指导老师院高梅冤

我校三个校区顺利迎接区教育局综合督导过程评估

传承传统文化推进珠心算课堂教学

一次难忘之旅
要要要曹王实践基地活动感想 五渊17冤班 翟昱明

共建美好新家园
要要要家委在行动纪实 三渊18冤班 王恩泽

5月 11日袁我校学生羽毛球队袁在 2019年江
都区中小学羽毛球比赛中喜获小学团体第一名遥
小健将们展示了突出的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袁参
加了小学组四个组别的比赛袁囊括了三个组别的
冠亚军浴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会议精神袁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袁 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袁 维护学
校尧社会和谐稳定遥 5月 5日袁我校三个校区分别
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袁 对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进行集中宣传袁 对学校扫黑除恶工
作进行进一步部署遥

5月 26日袁 江都区第八届运动会学生部小
学生篮球赛袁在我校新校区体育馆隆重开幕遥我
校学生篮球队参加了男女各三个组别的比赛袁
最终喜获两金五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