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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成长

市电教馆在双峰小学进行

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调研

浔阳区湖滨小学

首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各展风采

本报讯（王敏）11 月 2 日，历时三周的
湖滨小学首届“润泽杯”青年教师教学大
赛圆满落下帷幕,其中语文组共计有 19 位
老师参赛，他们展示了湖滨小学语文青年
教师的最美风采。
此次语文组赛课要求统一从部编教
材一至三年级中选取“口语交际与表达”
课型，最终获得第一名的老师将代表学
校参加区级赛课。全体参赛教师均铆足
一身劲，慎重选课，认真备课，深入磨课；
课堂上，老师们的教学环节设计新颖别
致，引导学生乐于表达，让学生畅游在欢
乐的课堂氛围里，有辨析、有交流、有感
悟、有体验、有欢笑、有惊喜……在传递
新教材、新理念的过程中，老师们充分展
示了自身的业务素养，并调动学生在交
际中身体、思维、情感都动起来，充分享
受表达的快乐！
每一堂课都是精彩的。洪程老师执
教的《名字里的故事》一课最令孩子们激
动，老师对自己名字来历的亲身讲述，声
情并茂，幽默诙谐，课堂上时不时爆发出

阵阵笑声；屈智霞老师执教的《请教》、琚
娇娇老师执教的《请你帮个忙》这两节课
都特别注重指导孩子从礼貌用语上去寻
求他人的帮助，已达到良好的交际目的；
江晓华和邹淑娟两位老师都选取《用多
大的声音》这一交际课题，指导孩子懂得
在不同的情况与场合下声音的大小应该
有变化，注重创设情境让孩子们身临其
境感受，从而发出合适的声音；
《做手工》
一课，曹离梦和童荣两位老师均注重从
示范做与说入手，指导孩子如何介绍自
己做的手工作品；卢文颖老师的《我说你
做》课堂上互动充分，通过游戏的方式指
导孩子发出指令要说清，听的孩子耳朵
要 竖 起 来 才 能 迅 速 做 出 反 应 ；代 婷、陈
甜、李 倩 雯 三 位 老 师 不 约 而 同 选 取《商
量》这一课题，相比之下，李倩雯老师的
教学设计新颖突出，她通过绘本故事的
运用、富有动感的音乐、扣人心弦的情节
设置，成功引领孩子认识到商量的本质
就是客客气气、好好说话，从而完成交际
目的；
《小兔运南瓜》是老课题，但在部编

教材中要体现新教法、新理念，重在拓展
孩子的思维，认识到运回南瓜的办法不
止一种，相比程玲琳、冯园园两位老师的
设计，孙婧老师在这一方面最大限度开
发了孩子们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终夺得第一名的是琚浔老师，她执
教的课题是《身边的“小事”
》，通过指导学
生观察情境图，并用一句话表达所看到的
小事是什么，再通过指导发表看法让学生
明白生活中有些小事不文明，有些小事令
人感到温暖，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大的影
响；接着通过示范指导学生记录关键词，
记住他人说的小事，并进行汇总以便在全
班交流；最后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的行动，
启发同学们懂得事小意义大。整堂课设
计严谨，突出交际重点，解决交际难点，又
升华了主题，做到了领悟编排意图，加强
口语交际指导，
不失为一堂优质课。
此次赛课活动给湖滨小学青年教师
带来的不仅仅是收获，更多的是思考。他
们正如那风格清雅的丹桂，散发出屡屡清
香，
默默绽放独有的明媚。

本报讯（吴瑶希 文/摄）为促进瑞昌
市第四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引导教师认
真学习现代教学理论，用心钻研课程标准
和教材，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全面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该校于 10 月
下旬进行了教师优秀教学设计评选活动，
参赛对象为全体教师，参评内容为语文，
数学，英语及思品，科学，美术等小学科的
教学设计作品，教研处于 11 月 6 日对参赛
作品进行评比。
教学设计是教师的一项重要基本功，
该校旨在通过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
研、以赛促教，夯实教师的教学基本功，提
高课堂教学水平。通过此次活动定会进
一步提高教师分析研究教材的能力及提
升自身业务水平。

评比现场。
评比现场
。

九江实验中学开展校本活动

趣味英语角丰富多彩
九江双峰小学开展科学课教学创新

本报讯（饶雷）日前，九江双语实验
学校依托创建市语言文字规范学校契
机，组织三四年级开展“啄木鸟行动”，
让学生走上街头寻找纠正不规范用字
活动。
活动开始前，各班班主任老师向同
学们介绍了本次啄木鸟活动的意义、目
标、内容和注意事项。周末，学生在家
长的带领下，小手拉大手，一起忙着一
条街一条街地查找，一个店铺一个店铺
地审视，学生用一双双火眼金睛纠查店
名、广告牌、张贴画、小广告等出现的繁
体字、错别字、异体字、二简字、残缺字
等多处使用不规范现象，一一拍照、登
记，并把自己的活动心得认认真真写进
活动卡里。
“啄木鸟行动”让学生了解到错别字
的危害，让学生体会到不规范用字造成
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本次活动不仅
教育学生要养成正确书写，规范用字，认
真书写，勤于检查的好习惯，更重要的是
激发了学生与家长养成正确使用规范汉
字的意识和习惯。

DNA 双螺旋建模大赛

本报讯（张政 文/摄）为了激发学生生
物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发展
生物学科核心素养。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九江金安高级中学“学生生物素养培养
研究工作室”在高二年级举行了 DNA 双螺
旋建模大赛，共 107 名学生组团参赛提交
作品。经评选，高二（3）班徐凯欣、郑婧等
组成的团队和高二（5）班李可欣、钱立海等
组成的团队获得一等奖。
本次比赛重点考查学生对 DNA 双螺旋
结构的认识，
深化学生对生物学核心概念的
理解，培养学生的结构和功能观；通过组团
建模，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同学们从生
活中找灵感，
大多采用瓶盖、
泡沫、
吸管等环
保材料，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保护环境
的意识。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生物素养培
养研究工作室”
青年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进行教师优秀教学设计评选活动

开展
“啄木鸟行动”

九江金安高级中学举办

比赛现场。
比赛现场
。

瑞昌市第四小学

九江双语实验学校

本报讯（童明辉）11 月 2 日，九江市电
教馆童晖副馆长、张帆主任一行莅临九江
市双峰小学进行人工智能、创客教育现场
调研活动。双峰小学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张明霞校长、吴盼军书记和陈迎亮副校长、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人员一道，参与现场调
研。调研过程中，童馆长高度赞扬了双峰
小学在人工智能、创客教育、编程教育方面
的管理团队及所取得的成就。与会双方就
双峰小学现已开展的工作和即将进行的工
作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初步拟定出了
未来双峰小学在人工智能、创客教育、编程
教育、课程整合等方面的发展规划与建设
方案。相信在市电教馆大力扶持下，双峰
小学在人工智能、创客教育、编程教育等方
面会更加出彩。

让孩子去户外在劳动中学习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童颖冰）为了
将科学课融入于自然教育理念及多学科相
融合，让小学科学从儿童身边的自然事物
开始学习。九江市双峰小学成立爱自然教
育团队，紧扣科学教材大纲与自然教育理
念，以对自然进行探究的态度、技能和获取
关于自然知识的学习方式，让孩子们的科
学课不再枯燥。
据了解，爱自然教育团队在双峰小学
成立已经一年多，并建立了专门提供学习
的半亩园，学生们的收获非常大，每到上科
学课同学们都非常期待到户外去上科学
课，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纯真的笑容，老师也
和他们一样，
一起置身于快乐科学观察中。
“教学紧扣科学教材大纲与自然教育
理念相结合，将传统的室内教学模式与户
外教学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素养，激
发孩子们的科学意识和好奇心、巩固科学
兴趣很有必要。”爱自然教育团队的主讲教
师介绍，半亩园综合了科学教学和学生动
手的新劳动教育的功能。让学生知道了从
播种到收获的过程，让学生们在观察中了
解了大自然中植物的生长是不一样的。好
比如他们正处在成长的过程是一样的，通
过自然现象和自然元素的教育让他们懂得

感恩和正视生命。
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目标，
爱自然教育
团队充分利用学校、家庭、社会的各种资源
开展学习，引导学生关心周围环境的变化。
关注世界科技发展和新成果给人们生产、生
活带来的变化，获得课本以外的知识，丰富
学习生活，开拓学生视野，在获得知识的同
时，
也培养了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
兴趣；
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解决身边和生活
中的一些问题，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既关注学生对知
识的记忆情况，又要关注学生课上表现，如
回答问题的流利、简明，能用上自己生活中
积累的科学知识解决生活的问题，课上认
真听讲、做笔记情况等，特别关注学生自己
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动手实验等。”主讲教
师说，注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帮
助学生理解基本的科学概念和原理，培养
科学探究的能力和思维习惯，引导学生把
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与社会生活相联系，逐
步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
据了解，通过将科学课融入于自然教
育理念和半亩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
家长、科学老师、班主任都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和赞赏。

本报讯（周琴）为丰富学生的课余生
活，九江实验中学针对初一、初二学生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校本活动课程。其中趣味英
语角活动丰富，精彩纷呈。此项活动不仅
培养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学生的
英语口头表达能力，这一校本课程也完美
地实现了英语教学由课内向课外的延伸，
并营造了校园英语语言学习的浓厚氛围。
英语角活动每周三 16 时开始，每次活
动都有不同的主题。在活动中，学生们纷
纷用英语与老师、同学交流对话，就校园，
学习，生活，中外文化与风俗差异等话题，
讲述了自己的有关经历、观点和看法。
为组织好
“英语角”
活动，
实验中学外教
Dilan 和英语助教 Zoe 老师积极准备，
力求每
次活动主题鲜明，
学生能积极活跃的参与到
其中。每次英语角通过利用音乐、舞蹈、小
游戏等等各种形式让大家进行互动，
充分调
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同学们在参与游戏的
过程中逐渐适应英语的语言环境。
通过这些英语角的活动，同学们普遍
感到扩大了生活的视野，领略了西方的文
化，也拉近了与外教之间的距离。
实验中学英语角活动的开展，让不敢
说英语的同学有了新的尝试，让说得不好
的同学有了新的认识，让不会说的同学有
了新的目标。英语角将永远是同学们展示
自我、充实自我的平台，英语口语学习的成
功在此起步，相信同学们一定会逐渐爱上
英语，
爱上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