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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路二小
消防安全进校园

11月 29日，金水区南阳路第二小学联合南阳
新村街道安检办、街道巡防中队、郑州市众安防火
中心开展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演练活动。

活动中，消防培训教官针对校园火灾的特点和
近年来的火灾案例，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就火灾
的性质、火灾的危害、燃烧的原理、学校防火安全知
识以及在发生火灾后如何报警、如何选择火场逃生
和火场疏散的路线、如何利用灭火器灭火等几个方
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随着一声警报响起，消防疏
散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教官迅速组织师生开展消防
疏散演练。该校办公室主任徐胜利表示，通过这次
现场教育和实践，孩子们掌握了基本的防护和自救
技能。

惠济区艺术小学
举行班主任经验分享会

12月 3日，惠济区艺术小学举行了班主任管理
经验分享会，共同探索班级管理的新方法，提升教
育学生的能力，助推学校的德育工作。

15位班主任从不同的角度，根据自己班级的实
际情况，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例，就如何发挥班干
部作用、关爱每一位学生、培养学生优秀习惯等经验
作了分享，并进一步介绍了他们担任班主任工作的
做法和体会。通过分享交流，老师们不仅学到了实
际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建设路第二小学
迎来新疆考察团

12月 3日，冒着绿城初冬的寒意，新疆哈密市
第六小学考察团一行来到了中原区建设路第二小
学参观交流。在该校的西校区，反映学校历史变迁
的校史墙、干净整洁的足球场、书籍丰富的图书馆、
极具特色的班级文化以及精美的彩泥作品令考察
团成员不住地点头称赞。而在东校区，承载孩子们
航模梦想的启航社、传承传统文化的美术室、良好
的教育教学氛围以及完备的硬件设施同样给考察
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考察团成员参加了该校五年级数学组的
集体教研活动，大家交流教学经验、相互学习，感受
不同地域的教学差异。

港湾路小学
阅读分享书香浓

为更好地营造“书香校园”气氛，11月 29日，管
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举行了“2018·我的一本课外
书·港湾朗读者在行动”阅读分享活动，本次活动的
关键词是“礼物”。

12位小选手以饱满的激情、生动的语言，从不
同角度讲述阅读带来的快乐和力量，深深地打动了
全体师生。本次读书活动既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
活，又为腼腆、不敢说话的孩子搭建了锻炼的舞台，
激发了港湾路小学师生的阅读兴趣，让浓浓的书香
溢满整个校园。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
跳蚤市场趣味多

11月 29日，郑州大学实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
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跳蚤市场”活动。

该校“跳蚤市场”通过以物换物的方式，培养孩
子们节约资源、爱护环境、懂得分享的良好品质，从
而达到推广循环经济、培养生态环保理念的目的。
本次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在完成角色体验的同时，
学会交流、合作、互助，更是培养他们表达能力、组
织能力、应变能力和理财能力的良好途径。

新柳路小学
国赛赛场夺佳绩

11月 30日~12月 3日，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幼
儿组、儿童组和成人组）在深圳落幕。来自全国各
地 152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总计 3697名运动员参
赛，参赛人数创下历史新高。金水区新柳路小学代
表金水区参加了此次比赛，荣膺4个项目的冠军并
获得全场最高分的骄人成绩。

荣获的奖项分别是：公开儿童甲组大集体组规
定动作（2016版）第一名、公开儿童甲组大集体组
集体花球自选动作第一名、学校俱乐部儿童甲组大
集体组集体花球自选动作第一名和学校俱乐部儿
童甲组大集体组花球规定动作（2016版）第一名。

秉持初心进校园

1994年，赵志芳毕业于安阳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英语教育专业，甫一毕业，赵志芳
的母校郑州十二中便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但是，年轻的赵志芳有自己的想法。

当年赵志芳身边很少有像她一样读完
大学的同学，她发现，虽然当时普通家庭已
经基本能够负担得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但
是意识上的不认同是最大的问题。所以，
为了让周围村镇里的孩子和家长充分认识
到知识的重要性，赵志芳毅然选择了二七
区马寨一中——这所当时新建校不久的农
村学校，她要凭借自身经历和丰富的知识
储备，在三尺讲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
教育理想。

上下求索育人才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
赵志芳秉承着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成长的
原则，在教育之路上一走就是 20多年。她
认为教育的前提是教师应具备爱心、耐心、
信心。只有做到这三点，才能把教师这个

身份忘掉，纯粹地育人。
2009 届有两个男生让赵志芳印象深

刻。他们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但赵志芳细心

观察后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不

爱帮助同学，没有集体荣誉感。为了帮助他

们改掉“小毛病”，赵志芳在班里进行了针对

他们两个的不记名提意见活动，赵志芳说：

“全班同学反映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希望

你们能够重视，同学之间要学会分享，多沟

通多交流。”自此之后，在赵志芳的班里，共

同学习的氛围越来越浓，几个男生互相学

习，共同提高，带动整个班级氛围越发积极

向上。后来，班里多名学生考入河南省实验

中学、郑州二中、郑州四中等重点高中。

教学相长共发展

在赵志芳的育人之路上，她始终坚持

和学生、同事共同成长的原则，坚持提高政

治思想认识，不断强化业务能力。除了对

课标进行认真研读，赵志芳还订阅了《英语

周刊》《21世纪报》等提升专业素养。为了

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反思及时记录下来，
赵志芳开通了博客，上面更新的内容篇篇

都是她智慧的结晶。
二七区马寨一中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教

师交流活动，如“借力名师高位引领”“新学
期教师培训会”等，在交流活动中，赵志芳会
把自己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分
享给年轻教师，她说：“我很感谢学校提供的
平台，让我们能够在专业领域不断学习、提
高，同事之间也形成了良好的竞争、合作关
系，我相信我们的学校会越来越好。”

健康运动益处多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学生们排着
整齐的队伍来到操场，先进行环形跑
的热身运动，然后进行碰球、踩球等技
能动作练习，学生边做技能动作边前
进，以接力的形式将球传递给下一位
同学。在中原区郑上路小学，生机勃
勃的足球大课间，展现学子的无限活
力。足球技能训练课程、足球理论课
程、足球解说员课程……在该校，学生
们人手一球，足球早已成为他们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足球让学生的意志品质和竞争
意识得到磨练，培养了他们积极向上、
勇于拼搏、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精
神。”该校教导副主任何向从介绍，学
校根据天气情况，将室内外课程有机
结合，让足球运动成为助力学子健康
成长的重要一环。

在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学校
自编的啦啦操和柔韧操让大课间变得
更加精彩，也让孩子们快乐地动起
来。“我们还编排了运动幅度较小的室
内啦啦操，天气不好的时候，学生在教
室里依然可以进行正常的运动锻炼。”
该校体育老师蒋琳琳说，学校的大课
间灵活地进行室内外转换，保证学生
健康运动。

家校联动显成效

为了真正让学生在锻炼中体会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养成积极
锻炼的好习惯，我市一些学校除了坚
持校内每天1小时的体育锻炼外，还要
求学生在家每天坚持锻炼。

在黄河路第三小学，学生放学后，
可以在跑步、跳远、跳绳、仰卧起坐等
体育项目中任选 1~2项，每天“打卡”，
然后签写锻炼记录表，由家长签字。
学校会不定期对全校学生进行体质

“摸底”。“学校专业引导，家长负责督
促，久而久之，还会带动家庭的锻炼氛
围，增进亲子交流，一举多得。”蒋琳琳
告诉记者，这种家校合作的方式，能更
好地督促学生坚持体育锻炼，增强身
体素质。

充分利用家庭资源，让学生、教
师、家长统一认识形成合力，既能激发
学生的锻炼兴趣提高运动技能，又能
得到安全保护，是帮助学生养成锻炼
习惯的“催化剂”。为此，我市一些学
校从激发学生的锻炼兴趣入手，通过
对提高家长和学生的体育意识、优化
家校的锻炼形式、建立合理的评价方
式等手段的探索和研究，逐步培养学
生把体育锻炼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需
要和习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习惯养成很重要

“冬天天气寒冷，但积极参加各种
体育活动，让我们不怕寒冷，更把我们
的身体锻炼得健康强壮。”“课间，同学
们有的跳绳，有的打球，有的踢足球，
这欢声笑语的场面，让冬天不再冰
冷。”谈及运动带来的益处，郑东新区
商鼎路第一小学的学生兴奋地说。

作为全国养成教育实验学校，该
校的习惯课程早已让学子们播种好习
惯，收获好人生。“运动和健康教育是学
校养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校校
长王金红告诉记者，习惯养成是潜移默
化的，在该校，老师坚持每天运动 1小
时，无形中促进学生运动习惯的养成。
而学校的室内场馆能充分满足学生运
动的需要，保证学生每天足时足量进行
锻炼，不受天气影响。此外，学校还大
力推广软式棒垒球和足球课程，提高学
生们的运动热情和运动兴趣。

健康教育是校园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培养学生良好生活习惯和建
立健康生活方式的有效途径。在我市
不少学校，借助丰富活动和课程为学
生传授健康知识，培养学生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引导学生学会自
律和自我调节，增强身体素质，充分调
动学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健康快乐动起来健康快乐动起来
本报记者 周 娟

★马寨一中

11 月 30 日，马寨中心校 2018 年第六期校
长联席论坛在二七区马寨一中召开。会上，马
寨一中校长张伟民以《大数据与学校教育》为题
作了主题报告，结合国家教育现状提出了自己
对大数据与学校教育相互结合的观点及建议。
随后，各校（园）长结合本校实际，围绕该话题纷
纷发表见解。

★管城回族区辅读学校

为助力残障儿童健康成长，11月 27日~29
日，管城回族区辅读学校开展了“送教上门”工
作。学校挑选了 9名有经验的特教教师为辖区
的特殊儿童送去温暖，教师会依据评估报告、针
对学生情况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有针对性地
进行教育教学。

★二里岗小学

11月 28日，管城回族区二里岗小学传来喜
讯，该校学生杜佳恒、魏雨菲在郑州市第二届编
程大赛中荣获一等奖。为了在比赛中获得佳绩，
编程社团的学员和老师们发挥自己的创新意识，
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本次比赛之中，最终经过层
层选拔，在参赛学员中脱颖而出。

★紫东路小学

11 月 30 日，管城回族区紫东路小学举行
“致童真的你——童趣童声唱童谣”第一届童谣
展示大赛。通过此次比赛，一年级学生自身素
质明显提升，在比赛中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二年级学生经过一年的积累沉淀，也在比赛中
大放异彩。

★管城回族区回民第一小学

为进一步培养队员们读书的好习惯，近日，
管城回族区回民第一小学开展了“红领巾小书
虫”主题活动。各中队积极建立图书角，开展读
书分享会、读书漂流等活动。四三中队辅导员
老师邢志慧表示，这次读书分享活动让队员们
再一次明确了读书的目的是提高认识，开阔视
野，增强感受幸福的能力。

★经三路小学

为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能力，12月 3
日，金水区经三路小学全体教师齐聚校园，听取
了参加“第三届全国中小学品质课堂”的老师给
大家带来《关于如何走向学科深处》的学习分
享，5位老师以不同感悟与收获展开主题分享。

★大学路第二小学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射击的兴趣，让青
少年们课余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二七区大学路
第二小学特邀射击世界冠军李金豹来校为射击
队员指导训练。此次与射击界冠军的近距离接
触，队员们不仅坚定了学习射击的信心，同时也
增加了射击知识、开阔了眼界。

★闫垌小学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如何上好一节阅读课，
是现在语文教学中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11月
28日，中原区闫垌小学开展了以阅读教学为主
题的语文教研活动。此次活动以听评课的形式
展开，第一节是由教师付丽娜执教的群文阅读
《绕啊绕的精彩》，第二节是教师陈实执教的古
诗文阅读《伯牙绝弦》，为大家提供了实践与反
思的平台。

运动之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和优秀品质的养成

至关重要。体育运动使孩子在充满欢乐、不断克

服困难的过程中，培养出乐观向上、勇敢自信的优

良品质。为调动学生运动的积极性，我市不少学

校开设了更加丰富的运动项目和体育课程。而家

校联动的模式再结合生动有趣的体育健康知识，

让学生真正爱上体育，爱上运动。

校讯速递
栏目记者 禹萌萌

当代师者

“志”在讲台育芬“芳”
本报记者 张 震

赵志芳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一中年级
长、教研组长、英语老师

师 说

在育人之路上，我将秉承“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精神不断努力向前。

在与二七区马寨一中共同成长

起来的24个春秋，她用真心与坚守

默默耕耘，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

送进理想的学校，成为他们人生中

至关重要的指明灯。与同事互帮互

助、共同提高，在马寨一中营造的良

好教育教学氛围中实现了自我提升

和人生价值。

记者手记：甘为孺子育
英才，克勤尽力细心裁。赵
志芳以严谨的教学态度、有
爱的育人方式，在春花秋月
的交替中，坚守讲台，以崇高
的教育理想为指引，将点点
知识化为汩汩清泉，滋润万
千桃李绽芬芳。

赵志芳赵志芳（（左一左一））与学生交流与学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