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社团：郑东新区蒲公英小学“蒲娃戏剧社”

厉害了
我的“团”
“我的表哥对戏曲戏剧

非常感兴趣，周末或者假期
的时候，我常常教他唱戏
曲，当起他的‘小老师’，别
提心里有多自豪啦。”

——四年级三班 朱壹

“一个唱段，我们常常
分为三人一组，在社团里我
认识了三年级和四年级的
小姐姐，排练配合中，我们
三个成为了好朋友。”

——二年级二班 李歆言

“我的妈妈以前不会唱
戏曲，后来经常看我的表
演，现在的她会唱一小段，
而且对戏曲非常感兴趣，
没事儿就在家里看戏曲节
目呢。”

——二年级二班 张家豪

活动关注
栏目记者 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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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校举行暑假特色作业展
为了展示学生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8月 30日，管城

回族区紫东路小学举行了暑假特色作业展示活动。所展
示的学生特色作业种类繁多，有孩子自己动手制作的图文
并茂的暑假周记，有设计新颖的相框，还有手绘的精美纸
盘画等。中原区桐柏路小学暑假作业则以实践性作业为
主，引导孩子们观察生活，对废旧物品合理利用进行手工
制作，内容涵盖书写、阅读积累和社会实践等方面。

这些创新性的特色作业，以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为
原则，形式多样，融实践性、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
体，富有创意。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又从不同
角度、不同侧面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体现了学校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特色。

南阳路第一小学为学生开启阅读之旅

8月 30日，金水区南阳路第一小学六四班的学生在班
主任赵静的带领下，走进省少儿图书馆进行阅读活动。一
走进阅览大厅，学生们静悄悄地落座，按顺序一组一组去
借阅图书，他们的安静有序赢得了馆内工作人员的表扬。
孩子们结合老师的建议，在规定时间内选好自己想要阅读
的图书，回到座位上翻阅起来。知识的丰富、成长的声响
汇在阅读的分分秒秒中。

高新区教研室举办语文统编教材培训

教师对于教材的把握直接影响其课程设计、课堂组织
与教学实施的结果，为了让语文教师更好更快地适应新的
部编教材，保障老师们上课的效果，9月 3日下午，由郑州
高新区教学研究室主办，郑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承办的“小
学语文二年级统编教材”培训活动在郑州高新区实验小学
顺利进行。

培训中，王明霞老师为大家呈现了近两年来一直坚持
实践的集体备课模式。课后研讨时，青年教师结合自己对
教材的解读及日常教学的反思各抒己见，提出了建议与困
惑。这次活动使教师们对部编教材有了更深的了解，消除
了刚接触新教材时的疑惑与彷徨，同时，更进一步了解编
者意图及教材编排特点，为教学中深入挖掘教材、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学第一课上，又怎么能少得了传统文
化的元素。在郑东新区康平小学的入学礼
上，孩子们在教官的带领下，进行了正衣冠、
拜恩师、朱砂启智、父母礼等环节。本次开笔
礼仪式，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

神圣，也让孩子们认识到尊师重道是
我国的传统美德。从小让他们树立良
好的品德品质，学文化前先学做人。

9月 4日，管城回族区外国语牧歌
小学里传出阵阵稚嫩的《弟子规》诵读
声。孩子们在四位书法老师的引领下
认真聆听“仁爱之道”，理解“人”字的
释义，明白要勤学习、懂礼仪，做一个
脚踏实地、堂堂正正的人。随后，孩子
们向自己的老师三行拜师礼，表达对
老师的尊敬和喜爱。

在金水区经三路小学的操场上，
伴着庄严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孩子们齐诵经典《劝学》《长歌

行》《明日歌》，在新学期以经典古诗词励志，
带着梦想展翅，怀着向往奋飞。

而在惠济区香山小学，以“相约香山，做
不一样的自己”为主题的入校课程，让幸福的
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活动伊始，一年

级新生踏上寓意“成长之路”的红地毯，接受
整齐列队、手持向日葵的高年级哥哥姐姐及
爸爸妈妈的祝福。他们走过“启智门”，张开
双臂与校长、班主任一一拥抱，用温暖开启童
年诗篇。

此外，二七区兴华街第二小学、马寨二
中，管城回族区南关小学、南学街小学、野曹
小学、东关小学、二里岗小学、南曹小学、小李
庄小学、星火路小学、管城回族区辅读学校、
管城回族区逸夫小学，金水区柳林镇第七小
学、柳林镇第四小学、文化路第一小学、文化
路第一小学翰林校区、文化路第二小学、优胜
路小学、优胜路小学丰收校区、工人第一新村
小学、文化绿城小学南校区，郑州龙门实验学
校、郑州龙门实验学校小学部，中原区西悦城
第一小学、惠济区实验小学、新密市白寨镇良
水寨小学也举行了各种主题的开学典礼，用
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礼开启了新生入学第一
课，开启了师生们新学期的幸福时光。

一招一式 传承国粹

灿烂的华夏五千年文明造就了厚重浓郁的传统
音乐文化，而中国戏曲作为传统民族音乐的先驱，以
独特的艺术光辉闪耀在世界音乐文化的大舞台上。
随着“戏曲进校园”活动的开展，郑东新区蒲公英小学
的“蒲娃戏剧社”应运而生。

经过两年的发展壮大，原本只有十几个孩子的小
社团，如今已经成长为拥有三四十名喜爱戏曲戏剧文
化孩子的成熟社团。从唱念做，到手眼身法步，孩子
们学得惟妙惟肖。

“刚刚进入社团的时候，我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
要在这里学习什么，对戏曲文化也不太了解，只是印
象中知道戏曲戏剧有后空翻等动作。”如今，经过在社
团里近一年的学习，四年级三班的朱壹不仅把唱腔、
念白、身段、吊嗓、走台步等基本功练习扎实了，而且
对戏曲戏剧有了自己的认识，“除了要唱得好，它更需
要我理解戏曲戏剧所讲的故事，投入自己的感情。”

在戏曲戏剧《小英雄雨来》中扮演“雨来”小伙伴
的二年级二班张家豪表示，通过学习传统戏曲戏剧，
他收获了很多自信。“以前的我比较内向，自从学习戏
曲戏剧后，因为经常登台演出，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
现在的我自信了很多。在姐姐的婚礼上，我还主动要
求给大家唱一段呢。”

品味经典 陶冶性灵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蒲娃戏剧
社”的孩子们为了追求心中的热爱，不断用更加严格
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个宛转悠扬的唱音，需要无数
次练习才可以达标，但孩子们从未有过放弃。

二年级二班的李歆言在刚入学时便加入了“蒲娃
戏剧社”，虽然整体水平较高，但在拖腔方面还需要更

加进步。她在《小英雄雨来》中扮演“雨来”妈妈，因为

语速较快以及河南话不够地道，在表演中遇到了不小

的麻烦。除了在排练室里跟着老师一遍一遍练习，就

连回家后也丝毫不松懈。“指导老师在微信上一句一

句发语音，我便一句一句模仿。虽然过程有点辛苦，

但在我把音练习精准后，心里可有成就感了。”

为了帮助孩子们把饰演的角色表演得更生动，社

团指导老师还特意安排孩子们观看系列影片。三年

级三班的徐福铨在《小英雄雨来》中扮演一位日本军

官，为了把“凶狠劲儿”展现得更精准，指导老师准备

了《小兵张嘎》《地雷战》《鸡毛信》等影片供孩子们观

摩，并在观看过程中进行故事讲解。一番活动不仅让

孩子们学到了表演知识，更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感。

团结协作 绽放华彩

学习戏曲、练习表演、参加比赛……通过社团活

动，孩子们收获颇多。“每一次的戏曲戏剧表演，都需

要孩子们了解其中的故事，不知不觉，孩子们已经知

道了很多爱国小英雄的事迹，无形之中就已点燃了他

们的爱国情怀，塑造了爱国精神。”担任“蒲娃戏剧社”

指导老师的刘波介绍说，除此之外，孩子们在社团中

还常常身负“音响师”“道具师”“服装师”等“兼职”。

“他们在担任老师小帮手的过程中，更加体会到了责

任的含义。同时，各种‘兼职’需要互相配合，孩子们

的团结协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通过担任“蒲娃戏剧社”的指导老师，刘波在戏曲

戏剧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她不仅参加戏曲戏

剧的专业训练，和孩子们一同在校园活动中感受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在带团两年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后，她开始着手做课题，让自己在教学研究方面进

一步提高。“我和孩子们在‘蒲娃戏剧社’共同进步，携

手成长。”

有趣有料第一课有趣有料第一课
推陈出新花样多推陈出新花样多

本报记者 禹萌萌

近日，我市中小学生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新学期，孩子们满怀喜悦地回到熟悉的校园。学校、老
师、学生怎样迎接新学年的到来？“开学第一课”会讲些啥内容？孩子们的状态又会如何？……记者
走访了我市几家中小学，发现每所学校的“开学第一课”都独具特色，体现了学校、老师对孩子的用
心，一起来看看吧。

欢乐温暖入校园

干净整洁的校园，五彩缤纷的气球，庄严大气
的红毯，温暖灿烂的笑脸……只为等你们——一年
级可爱的孩子们。9月 3日，在管城回族区南十里
铺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入学仪式上，孩子们在家长的
带领下，身着统一的服装，慢慢走过红毯，走上成长
广场来到学校的手印墙前。孩子们在小手上沾满
彩泥并在墙上印出一个个彩色的手印，做出承诺要
努力做最美的自己。接着，孩子和家长共同聆听该
校校长曹显阳讲解的汉字课堂，听他用汉字“和”

“本”二字来诠释该校的“和本”教育理念。
金水区新柳路小学的入学仪式同样举行了“小

小手印表决心”的环节，一年级新生在集体宣誓后，
找到自己所在班级的小房子并郑重摁下小手印，表
示自己将按照学校一日常规来要求自己。该校相
关负责老师表示：“这样具有仪式感的入学仪式很
符合一年级孩子的身心特点，能帮助新生尽快进入
小学生的角色，初步树立集体观念，激发孩子们争
做合格小学生的信念。”

“品质少年，快乐起航”。9月 3日，在金水区黄
河路第三小学，别样的入校课程令师生家长印象深
刻，庄严的入学仪式激发了孩子们入学的自信心、
光荣感。他们在庄严的氛围中看着国旗冉冉升起，
升旗仪式后，在全校师生祝福的掌声中分班级通过

“入学门”，从老师手中接过入学护照，正式开启自
己的“我是小学生了”入学课程。

从自我介绍到文明礼仪，从课堂口令到站队速
度，从参观校园到熟悉环境，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春
藤路校区为孩子们量身定做了为期一周的入学课
程。短短的五天过去，孩子们已经从入学第一天哭
着喊着找妈妈的小朋友，变身为现在乖巧懂事的小
学生。

高新区莲花街小学通过让学生制定计划开启
新学期，惠济区江山路第一小学、惠济区艺术小学
则通过让孩子们观看《开学第一课》拉开新学期的
帷幕。

家校共育话成长

开学第一课，需要上课的不仅是
学生，还有家长。记者发现我市多所
学校还开设了“家长课堂”，向家长传
递教育理念，加强家校合力。伴随着
初秋的凉爽，惠济区东风路小学为了
帮助家长做好孩子的入学准备，搭建
起家校共育的桥梁，精心设计了“家长
课程”。家长在绘本故事《等一会儿，
聪聪》中，明白了关注孩子成长的重要
性；而学校阅读特色和多元化的课程
设置，也获得了家长的一致赞赏；校本
教材《入学宝典》，更像大海里的一盏
指航灯，减少了家长的迷茫；童谣《向
着明亮那方》，让家长感动于梦的视野
和心灵的顿悟。

9月 1日下午，在管城回族区创新
街小学，该校大队辅导员李柯从做孩
子的榜样、重视孩子好习惯的养成、重
视安全教育等方面与家长深入沟通。
此外，为帮助家长更好处理亲子关系，
学校还组织家长观看了《家校携手共
育》讲座。

在郑州市第七十五中学，该校教
务副主任郑明华向家长介绍了初中学
习和小学学习的异同，教育家长如何
指导孩子尽快适应初中生活，如何在
初中三年配合学校指导好学生，赢得
了家长一致好评。

中原区伏牛路小学、中原区建设
路第二小学、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
管城回族区五里堡小学等学校也纷纷
展开家校联合，帮助新生家长学会如
何更好地营造家庭氛围，为孩子提供
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伴随着新学期的如约而至，我市多所中
小学在开学首日举办了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
多彩的活动，其中，安全教育成为不少学校

“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9月 4日，在管城
回族区外国语小学三八中队的队会课上，中
队辅导员周梦媛首先向学生讲解了一些基本
的交通知识和预防发生交通事故小常识。接
着，她又结合案例，从步行安全、骑车安全、乘
车安全三方面入手教会学生应如何提高自我
保护能力。该校年级长马玲玲表示：“此次交

通安全活动，不仅增强了广大师生的安全意
识，更提高了学生的自我防范能力，深化了交
通法制观念，在全校营造了文明交通活动的
良好氛围。”

近日，上街区交警大队白明辉警官走进
上街区中心路小学，为学生们上了一节生动
的“交通安全课”。他就该校所处地理位置可
能存在的一些交通安全隐患向学生们做了讲
解，例如在朝阳街和中心路交叉口，横过公路
时一定要先观察来往车辆，确保安全后再通

行，严禁在公路上嬉戏和逗留。
交通安全之外，消防安全、防灾逃生的安

全知识也一样不能缺少。管城回族区回民中
学、高新区长椿路小学在近日分别举行了安
全演练活动。不仅强化了学校新生的安全意
识，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具体的实战演练，
更让新生学习了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措施，锻
炼了他们自护自救技能。管城回族区港湾路
小学、金水区金沙小学、金水区柳林镇第八小
学也纷纷在“开学第一课”上加入安全教育。

我是戏剧我是戏剧““小演员小演员””

“刘大哥讲话

理太偏，谁说女子

享清闲，男子打仗

到边关，女子纺织

在家园……”在郑

东新区蒲公英小

学的戏剧排练室

里，“蒲娃戏剧社”

的孩子们正在练

习豫剧《花木兰》

的经典选段，他们

的一板一眼、一颦

一 笑 尽 显 功 底 。

在这里，孩子们接

受专业的戏曲戏

剧训练，凭借着对

戏曲戏剧的热爱

和认真刻苦的训

练，不仅能积极参

加校内外各项活

动和比赛，更在训

练和演出的过程

中，真正感受戏曲

戏剧的艺术魅力，

感受本民族文化

的博大精深。

明星社团

栏目记者 禹萌萌

传统文化润心灵

安全教育不可忘

管城回族区漓江路小学入学仪式上，家长和孩子共同描红“人”字。

管城回族区南十里铺小学，孩子们开心
地在墙上印出彩色手印。

惠济区东风路小学为入校新生朱砂启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