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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9 日，淮
北市天一中学艺术班师生认
真开展专业课训练，积极备
战2021年高考艺考。

淮北市天一中学坚持艺
体特色办学，落实素质教育，
为高中学生发展艺体兴趣特
长搭建平台，开设美术、体
育、音乐、舞蹈、编导、书法、
表演等艺术班，每年有400名
左右考生参加艺术高考，一
批学子成功进入国内外著名
高校学习深造。

淮北市天一中学从高一
开始就将美术高考培训与文
化课配套教学进行高度融
合、同步教学，严格按照美术
高考要求，科学编排专业课、
文化课，实行寄宿制、全封闭
的教学管理模式。淮北市天
一中学开设美术高考教学十
多年来，一直秉持“文化+美
术双提升、省统考为主、理性
冲刺校考、始终围绕录取”的
办学理念，连续 10 年安徽省

美术专业统考达线率100%；
本科院校录取率85%以上。

“让艺术浸润生命，让生
命更加灿烂。”音乐班的声乐
一对一教学，器乐一对二，理
论大课制，小课个性化，通过
完善艺术教育管理制度，形
成学生、家长和教师多方参
与的新型管理模式，营造了
良好的校园艺术文化氛围。
课余时间，学校积极为学生
创造温馨和谐的音乐大家
庭，定期开展声乐专场、器乐
专场音乐会，既能让学生积
累舞台经验，又能丰富校园
文化，学生艺考专业课达线
率100%。

校长林祥华表示，校园
有了艺术，就有了精神的升
华。艺术教育是学生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全面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落实“五育并
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一中学在平衡学生个性和
共性中，一直探索让学校教
育和学生特长共同发展，为
学生构筑幸福人生奠定了基
础。

淮北市天一中学特色教育异彩纷呈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相

山区普通中小学智慧学校
建设工作，相山区教育局截
至 2020 年，共投入了近 700
万元完成了全区 20 所农村
学校和部分城市学校的智
慧课堂设备建设，为使教师
尽快地熟练掌握智慧课堂
的使用技能，让智慧课堂尽
快服务于课堂教学，提升课
堂教学效率，近期集中开展
所有项目学校智慧课堂应
用培训。

培训讲师介绍了智慧教

室的使用操作流程，重点讲
解了设备管理、师生互动、作
业提交等常用功能，参加培
训的教师了解了智慧教室的
基本功能以及信息化给教育
带来的高效快捷。

通过此次培训，教师们
熟悉了“智慧教室”基本功能
的运用。对于智慧教室的使
用，教师们都充满了期待，并
表示在今后的课堂教学实践
中，将积极尝试和探索，让其
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课堂教
学，通过智慧教室，努力构建
高效课堂、智慧课堂、现代化
课堂。

本报讯 11 月 18 日，由安
徽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办的安
徽省第二届普教系统教职工羽
毛球赛在淮北市体育馆闭幕。

全省16个地市和2个直管
县（市）普教系统的 18 支代表
队，168名运动员参加了男子团
体、女子团体和男、女单打四个
项目的角逐。来自省会城市的
合肥市代表队技高一筹，最后

囊括了四个项目的冠军
赛场上是对手，赛场下是

朋友。在三天的比赛中，运动
员们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
格，赛出了友谊。各代表队纷
纷感谢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给
全省普教系统喜欢羽毛球运
动的教职工提供了一个交流
的平台，同时也感谢淮北市教
育工会的精心组织，称赞活动
组织精心，流程紧凑，服务温
馨，结果完美。

本报讯 11 月 16 日，烈
山区任楼学校举办青少年心
理健康专题讲座。

主讲教师马里广首先分
析了同学们在青春期心理和
身体的发展变化，教会如何正
确面对这些变化，如何有效解
决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问
题，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学生在
青春期容易遇到的心理问题，
分析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有效
的解决方法。

马老师结合生动的案例，
教会学生情绪管理的方法，引
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学会忍
耐与宽容，培养健康的心态，重
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变化。
希望全体学生自尊、自爱、自

立、自信，拥有乐观向上、积极
进取的心态；树立人生目标，苦
练本领，努力迈入理想的高中；
积极参加各类校园活动，在活
动中锻炼才干，提高自身综合
素养；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建立
正确的人际交往观。马老师
生动的语言让晦涩的理论变
得浅显易懂，讲座上互动频频，
现场气氛活跃。

这次心理健康讲座，让
同学们受益匪浅。活动结束
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像老
师说的那样，拿出勇气，真心
面对，前方会遇见更好的自
己。学校也会继续关注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培养
良好的心理素质，为学生的
健康成长营造一片晴朗的心
灵天空。

烈山区任楼学校
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本报讯 11月16日开始，濉
溪实小第七届校园读书节如期
到来。本届读书节历时一个月，
提出了“终身阅读，终生成长”的
阅读口号。

启动仪式上，同学们用一幅
幅写着阅读格言的书法作品，老
师们用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引
领着全体师生准备开启这美妙
的有书相伴的旅程。

接下来，各班将按照学校安
排，严格落实每日晨诵、午读、睡
前阅读，为迎接国学四项考级做
好充分准备。家长们将组成评
审团走进校园，走进班级，检验
班级在推进阅读、经典积累、书
写、普通话取得的成效。

大队部将组织小记者写作、
朗读指导讲座、青春期法制讲
座、相约《民法典》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各年级将根据自身实际，
从策划组织到表彰、宣传，全程

自主安排阅读主题活动，师生、
亲子共读一本书将切切实实地
促进阅读习惯的养成。

读书节给“最靓才艺娃”们
提供了展示平台，他们的作品将
被收集并在微信平台上分享。

“校园小作家”将有机会看到自
己的作品被印制成铅字编辑成
册，成书后全班同学还将共同为
之设计封面封底、插图，校长、老
师还会亲自写上成长寄语，这将
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成长记录。

家长们也有施展的空间。他
们可以将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累积
的优秀做法和经验以亲子日记的
形式分享，让更多的家庭受益。还
可以与孩子合作策划一期“文化
超市”，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锻炼
了孩子的自信、表达等综合能力。

读书节也为老师们安排了
组内朗诵分享会、集体诵读展
示、粉笔字展示等主题活动。各
年级推送的节气课程和整本书
阅读指导课将成为最大亮点。

从个人到班级，再到全校、
家庭阅读总动员，实小校园在读
书节的推动下，将会涌现出更多
的“书香少年”“书香班级”“书香
家庭”。孩子们响亮地诵读起

《实娃立志文》，“我相信，我是对
世界、对祖国、对大众有益的
人。我相信，我是懂得感恩的
人。我相信，我是充满智慧、充
满正能量的人。……”他们用美
好的誓言把读书的热情传递，把
阅读的精神传扬！

11月11日，商幼每年一届的幼儿冬季趣味运动会拉开了序幕，

运动会分小、中、大三个年龄段逐日进行，为期三天。比赛中，孩子们

积极参与，在游戏中奋力追赶，与同伴配合默契，圆满完成了老师设

置的各项游戏任务，运动场上时时爆发出快乐的笑声，整个幼儿园瞬

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 摄影 通讯员 赵雅琪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公安
局法律宣传服务队来到濉溪职
业技术学校开展法制教育专题
报告活动。

活动中，法律宣传志愿服务
队市局禁毒支队杨皓翔警官为现

场全体师生做了专题禁毒法制解
说，围绕“什么是毒品、常见毒品
的种类、分别有什么危害、如何辨
别毒品尤其是新型毒品、如何拒
绝和远离毒品”进行讲解，使青少
年学生提高“识毒、辨毒”能力，增
强“防毒、拒毒”意识，活动取得良
好效果，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和

肯定。县治安大队王晓娟为师生
们带来“打黄扫非知识宣讲”向学
生阐释了青少年犯罪的“八大罪”

“十六岁以上青少年犯罪应当承
担的刑事责任”及不该有的不良
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举例告诫
学生们远离黄赌毒，提高法律意
识。特警大队刘诚及队员对师生

们展示了单警装备实战模拟演
练。活动最后，由濉溪县公安局
李西美、李尚警官为学生们表演
了防诈骗相声《意想不到》，并教
育学生们在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注
意这些诈骗方法，提高自身的反
诈骗意识。

通过本次活动，大家对法律

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促进了
学生遵纪守法良好习惯的养成，
丰富了学生的法律知识，提高了
学生们的自我保护能力，有力地
推动了学校平安校园的创建工
作，同时也为进一步建设平安校
园夯实了基础。警校携手，为青
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

历时一个月 多种形式推动阅读

濉溪县实验小学第七届校园读书节启动

本报讯 近日，淮北市首
府实验小学携手安徽省红十
字会开展救护员培训活动。

本次培训的主要项目包
括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
止血包扎和骨折固定。培训
内容化繁为简，围绕救护操作
技能这个授课重点，强调安全
救护，注重救护细节。通过联
系生活实际、应用教学模型、
穿插实际病例等多种途径进

行理论讲授，结合生动的情景
模拟与规范的实操练习，使学
员掌握心肺复苏及创伤救护
等初级救护知识和技能。通
过笔试和实践操作考核的学
员，将取得安徽省红十字救护
员证书。

救护员培训活动的及时
开展，有效地传播和普及了
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人人
都成为生命守护者，最大限
度地保护师生的生命和健
康。

相山区教育局
提升教师智慧课堂使用技能

“为你说法”走进濉溪职业技术学校

市首府实验小学
开展救护员培训

安徽省第二届普教系统
教职工羽毛球赛淮北收官

幼儿趣味运动

■ 通讯员 王茗 李勇

■ 通讯员 闻家玲 王同同

■ 通讯员 颛孙超

■ 通讯员 刘歌

■ 通讯员 张奇志

■ 通讯员 朱峰

■ 记者 方芳
通讯员 于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