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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抢抓
淮北与徐州结对帮扶共建机
遇，加快淮北教育积极融入长
三角、融入徐州都市圈，11月20
日，淮北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辉，淮北市教育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马良、徐梅带领有关
科室负责人赴徐州考察，学习
先进经验理念，寻求合作发展
路径，搭建帮扶共建机制。徐
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石
启红，徐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李清、张宝民及有关处
室负责同志参加座谈陪同考
察。

两地教育部门在教育事业
发展上寻求全面的深度合作，
建立职业教育项目合作机制，
开展校际之间专业共建及实训
基地建设、合作培养技能型人
才，联合举办“淮海杯”创新创
业职业大赛。建立基础教育战
略合作项目，开展基础教育教
科研共建合作机制，定期邀请
徐州教育专家来淮讲课，开展
教师培训；搭建教育人才培养
交流平台，定期选派校长、教师
到徐州中小学校跟班学习先进
管理和教育教学经验做法，实
行高中、初中学校强强联合协
作，互派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
交流挂职。此行重点考察徐州
市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
以及高考综合改革等方面的经
验做法，了解徐州市高校独立
学院转设工作，洽谈双师型教
师培训工作等。座谈会上，石
启红介绍了徐州教育基本情

况，徐州市教育局分管领导分
别介绍了职教教育、基础教育
和当前的双减、规范民办义务
教育以及高考改革方面的经验
做法，双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洽谈交流，就帮扶共建合作初
步达成共识。淮北教育考察团
还深入徐州市第一中学、徐州
重工集团实地考察学习。

寻求全面深度合作

淮北与徐州教育帮扶共建“启程”
本报讯 近日，烈山区教

育局在荣盛花园小学举办艺
体学科送教下乡活动，全区近
80 位艺体教师参加本次活
动。

活动中，蔡里小学吴婷婷
老师执教美术课《一张奇特的
脸》，区第一实验小学李敏老
师执教音乐课《小红帽》，马桥
中心校高磊老师执教体育课

《快乐跳绳》。三位老师精心
设计教学流程，多元化引导，
让同学们在课堂上从胆怯、害

羞到主动展示、积极回答问
题，从而享受其中的乐趣。研
讨环节，听课教师积极踊跃发
言，交流教学心得，分享教学
经验，探讨提高农村学校音体
美学科教学质量的方法和措
施。区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
彭敏作了专题讲座——《立足
课堂开展校本教研》，大家纷
纷表示受益匪浅。

本次送教下乡活动，不仅
加强了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
实现了教学互助，更重要的是
让农村学校的孩子们享受到
了艺体学科的无穷魅力。

本报讯 笔者 11 月 24 日获
悉，“健康中国我行动”全国广播
体操工间操云比赛和活动结果揭
晓，淮北市教育局淮北梦之队荣
获全国团体赛一等奖，张厚学等
26 名教师荣获悦动打卡赛个人
赛一等奖。

以“健康中国我行动”为主题
的全国广播体操工间操云比赛和
活动于1月28日开启报名通道。
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
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联合主
办，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中国职工
文体协会、中国移动咪咕动漫有
限公司承办，分别在悦动圈、咪咕
圈圈、央视频进行打卡做操、视频
比赛和全国展示。比赛和活动旨
在进一步做好广播体操工间操推
广普及工作，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引导群众积极锻炼，激发全民健
身热情，增强人民体质。比赛和
活动在全国范围热烈开展，极简
而高能的广播体操，通过这次高
科技保障的比赛活动，服务全国
职工群众不接触、不聚集、在线
练、在线赛、在线赞、在线评、在线
奖。在淮北市教育工会的组织指

导下，组建淮北市教育局代表队
——淮北梦之队，共有来自全市
中小学的26名队员，大家克服工
学矛盾，加强日常训练，按照赛事

活动平台发布的规程，参加“悦动
训练营”和“线上视频赛”两个阶
段活动，展示昂扬风貌，“秀出”健
美风采。

淮北市教育局代表队——淮
北梦之队还曾获得 2019 年全市
职工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暨省
职工运动选拔赛第一名和 2019

年安徽省第四届职工运动会广
播体操比赛银牌、2021年淮北市
第十一届运动会暨第五届职工
运动会广播操比赛金牌等荣誉。

全国广播体操工间操云比赛揭晓

市教育局荣获一等奖

近日，濉溪县临涣中心学校举行以“阳光、运动、健康、品
质”为主题的体育节运动会。

本次运动会包括跑、跳、投等传统项目，还有融趣味一身
的“集体旋风跑”和“仰卧起坐挑战赛”等；赛场上，运动员们尽
显互助互帮之友谊，忘记了这是一场比赛；赛场外，啦啦队的
齐声加油更是震耳欲聋，一个个自制的加油标语也是创意十
足。赛场上,运动员们你追我赶，拼尽全力，各项比赛赛出了
成绩，赛出了友谊，赛出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在这次运动会中，每个孩子都积极参与，把自己最大的热
情融入到集体中，不仅增加了同学间的感情，也锻炼了他们的
身体素质，磨砺了克服困难的意志，培养了大家的合作精神和
集体荣誉感。 ■ 摄影 通讯员 孙林

本报讯 “双减”政策实施
以来，市首府实验小学立足减
负增效，遵循“趣、实、精、活”原
则，加强作业管理，创新作业类
型，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特
色作业进行公开展示，真正为
学生学业减负。

优化作业布置。各教研组
将作业设计与实施纳入教师常
态化学科教研交流范畴，立足
作业育人功能导向，严控总量，
科学设计。精选作业内容，凸
显“学练”的衔接；促进五育并
举，提升学生综合素养；量身定
制任务，增强参与实践，减量减

负不减质。
“趣”中求“新”，“新”中求

“实”。在此次特色作业展示活
动中，语文组对作业设计整体
建构、读写绘画、锻炼表达能
力，写好观察日记，学会连续观
察。在体验探究中作业减“量”
增“质”，智趣语文兼具创意，饱
有温度，充满趣味，又满含思维
深度。数学组则展示了趣味十
足的数字钟面，心灵手巧的手
工作品，生活化的数学手绘报，
在动手实践中“减”轻了学习压
力，“增”加了对学生学习能力
的培养。当英语与绘画结合，
单词不再是一个个单调的符
号，而是有了情境，多了趣味。

体育作业，重锻炼，健体魄，强
素质。美术作业，丰富内容，增
强美育熏陶。

量上精选，质上甄选，式
上设趣。市首府实验小学特
色作业既发挥了作业诊断、巩
固学情分析的功能，又通过学
科渗透、活动融合、实践创新
等方式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
有助于“减负”与“提质”的双
赢。

市首府实验小学党支部书
记、校长杨丽表示，学校乘着

“双减”政策东风，办有温度的
教育，将以“作业”为抓手，打造
高效课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办有温度的教育

市首府实验小学作业“瘦身”特色“育人”

烈山区教育局
组织艺体学科送教下乡

本报讯 为积极落实《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促进
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升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近日，市
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了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工作。

为保障测试工作的高效
性和准确性，学校专门召开预
备会，做到科学安排，明确分
工、安全组织，并制定了详尽
的测试方案。本次测试工作，
按照方案组织学生有序进行，
测试按学段分别包括身高、体
重、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
屈、1分钟跳绳、1分钟仰卧起
坐、50米×8往返跑等项目。

测试分年级错时进行，各

班学生按照安排有序前往各
个项目测试地点，点名、成绩
记录，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整
个过程有条不紊。测试中，同
学们积极参与，奋力拼搏，展
现了良好的身体素质；裁判员
仔细监督，认真记录，展现了
严谨的工作态度。

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的开
展，让每位学生了解了自己体
质和健康状况，有助于他们有
的放矢地设定锻炼目标，有针
对性地进行体育锻炼。学校
将对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
进行全面分析、上传，制定出
更适合本校学生体质健康发
展的具体要求和重点指标，为
全面提高学生体质，让学生更
加快乐地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 近日，烈山区蒋
疃小学积极做好冬季校园安
全管理工作，多措并举，织密
校园“安全网”，筑牢师生“安
全墙”。

全面宣传，提高防范意
识。该校充分利用校园广播、
黑板报以及班级微信群，全面
宣传传染病预防、食品安全、
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
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利用
安全教育平台，线上学习安全
教育专题，让学生知道如何保
护自身安全；不定期地召开安
全教育主题班会，让校园安全
入脑入心。

认真排查，消除安全隐
患。该校自进入冬季以来，认
真查找、梳理、消除校园安全
隐患。通过治理校园周围零
售摊点、排查学校用电线路、
检查消防器材以及清理校内
液化气罐等，及时发现隐患，
排除隐患。

明确责任，织密“安全
网”。健全校干值班制度和楼

道管理制度，强化楼层、班级
值班，加强巡查、检查，做好课
间和课后楼层安全工作。加
强宿舍区水电管理，做好防
火、防侵害等防范措施。班主
任签订安全责任书，落实安全
监管责任。严格落实学生晨
午检、因事因病请假追踪访
问，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常识和
逃生自救知识教育。

多管齐下，筑牢“安全
墙”。烈山区司法局相关人员
走进学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提升全校师生安全防控意识、
防控能力。联合社区，开展校
园周边环境治理活动，净化校
园周边环境，确保该校师生安
全。发放《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监护人知情同意书》，组织学
生按时接种疫苗，保障学生安
全。成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召
开家长会，敲响安全警钟，筑
牢安全防线。

学校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工
作，强化校园安全管理，织密校
园“安全网”，筑牢校园“安全
墙”，为构建安全和谐校园，为
学生安全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烈山区蒋疃小学打造平安校园

市第二实验小学
测试学生体质健康

临涣中心学校
“双减”落地体育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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