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应长根 董琳瑾

日前，新街四小隆重举行2017年城北
片少先队年会暨萧山区学校少代会观摩活
动。团区委、区少工委、区教育局、新街街
道的相关领导出席年会，各镇街团委书记、
城北片各中小学校长以及各校大中队辅导
员代表共计150余人参加会议。

来自城北片12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
为大会献上诗朗诵《我们的工作》。他们是
一支爱岗敬业的队伍，肯吃苦，有活力，撑
起了城北片少先队工作的脊梁。城北片少
先队总辅导员曹国慧老师作题为《谱写新
时代红领巾绚丽篇章》的2017年片少先队
工作报告。

随后，与会代表一起观摩了新街四小
第一次少先队代表大会。少先队员们献礼
少代会，亮丽的少先队知识报、缤纷的红领
巾社团作品把校园装点得喜气洋洋，少先队员
们用自己的热情与祝愿，助力少代会的召开。

队旗飘扬，那是梦想永不停息的姿态；
队歌嘹亮，那是奏响坚定信念的号角。活
动展现了城北片少先队风采，为区少先队
改革工作的推进起好了头，带好了路。

■记者 冯益华

萧山区第二批课改示范学校、杭州
市非学科课题一等奖、杭州市示范教科
室……近三个月来，新街小学喜讯不
断，学校课程改革屡获殊荣，尤其是科
研成果《新街区学习：深化课改进程中
中小学生学习方式的创新设计与实
践》，在市教育局2017年专项课题评选
中荣获非学科课题一等奖，这也是我区
今年唯一的一等奖。

近年来，新街小学深入贯彻课程改
革，立足实际，积极探索“新街课程”和

“新街区学习”方式，走出了一条以课程
改革撬动学校整体发展的变革之路。

做好顶层设计：清晰定位，构
建“新街课程”

地处经济发达的苗木之乡，新街小
学师资优质均衡、学科质量在农村学校
中名列前茅，但同时，学校也清楚认知
到自己存在的不足：教学方式单一、学生
活动更多趋于功利和形式，不利于学生
个体的成长。

在这样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课程改
革的大背景下，从2015年起，新街小学
把课程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续航力，开
启了富有学校特色的“新街课程”的顶
层设计。“新街课程”把课程比喻为跑
道，即学生发展的路径，并形象地把分
散在跑道周围的一些相对集中的课程
规划为四个“学习街区”——第一街区基
础课程，第二街区体育类课程，第三街区
艺术类课程，第四街区科技类课程。

本着让学生“自主选择”“主动学

习”“促进发展”三个核心思想，学校对
每一学习街区的分布、课程的设置，不
同的内容按照从低到高的年级都有不
同的要求，统一而明确。比如第二街区
的体育类课程，对低段学生的要求是知
道体育运动的项目种类，掌握跳绳的方
法，学会一些简单的棋类技能；对中段
学生的要求是了解体育与运动的历史
发展，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学会至少
一种球类的技能；对高段学生的要求则
是了解本土的运动文化，体育意义，练
就健康的体魄，为学生发展专长打下基
础。学校期待通过“新街课程”，让学生
行走在“寻找最好的自己中、经历生活
的快乐中、体验成长的幸福中”。

做实课程实施：先外后内，丰
富课程内核

先丰富课程外延，再触及课程内核，
这是新街小学“新街课程”推进的独特方
式。

课程实施初期，新街小学和很多学
校一样，更多关注的是课程的外延，开
设了丰富而可选的拓展性课程。这让
学校欣喜地看到，校园里的活动多起来
了，课程亮起来，学生乐起来了。但同
时，学校也发现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着主
体不突出、载体不丰富等问题。究其原
因，主要源于对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学习
方式的引导浅尝辄止。由此，学校清醒
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如果教学方式不变，
即使课程名称、内容变了，也不可能让教
育发生质的改变。所以，学校课改重心
渐渐从早期关注外延的丰富转向课程内
核的有效。

在整体架构了富有特色的“新街课
程”基础上，新街小学探寻与课程实施
相匹配的学生学习方式——“新街区学
习”。“新街区学习”主要通过四个街区、
八个载体，改进四种学习方式。其中，
第一街区基础课程以“数学实验室、花
木博物馆”为载体，采用综合性学习方
式；第二街区体育课程以“全民排球、新
街游戏”为载体，采用合作性学习方式；
第三街区艺术课程以“身韵成长营、花
木写生坊”为载体，采用导师式学习方
式；第四街区科学课程以“小课题研究、
家庭实验室”为载体，采用探究性学习
方式。四个街区根据不同的学习特点，
抓住学校特色载体，有效改进四种学习
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的原有面貌。当
然，这四种学习方式并不是完全割裂
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只是在某一街区
中侧重于某一种学习方式。

做精课程保障：内外并蓄，最
大化利用资源

做好课程设计、丰富课程内核之
外，新街小学还着重打造学科教室，推
行场馆学习，挖掘环境中的教育因子和
孩子学习的经历，同时打通社会资源，校
内外结合，实现课程实施的同频共振。

学校向内做精小天地，力图渗透隐
性课程，让教育形成一个场。结合学校
办学理念和地方特色，新街小学整体打
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校园文化。集参观
学习、课程展示、动手实践于一体的花
木博物馆，对应着相应植物和诗词的24
节气长廊，孩子们和老师们一起种下的
毕业林，刚入学时和爸爸妈妈们一起耕

耘的亲子种植区，学习科学种植知识的
智慧生态实验室……校园里留下了一
个又一个关于花木的故事，串连成一幅
美丽生动的校园十景图。

学校努力把大环境做活，与花木城
合作，开辟校外实践基地；与高校合作，
成立校园智慧生态实验室；与杭萧钢构
合作，推行一、二年级免试生实践课程；开
展“百业家长进课堂”活动，拓展丰富课程
内容；成立少体校基地学校，排球课程全
校推广；名师工作室挂牌，多位专家进行
课程指导；开展集团特色活动，花木社团
走进银河小学……

如今，随着“新街区学习”的持续深
入推进，新街小学的学生们在“新街区
学习”中不断收获成长的快乐，全面提
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学生们能够自
主选择适合的、喜欢的方向优质发展，
也为特长生的发展构建了平台，为学科
优质发展提供了保证。2016年，新街小
学有50余名学生获奖，有20余名学生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8名学生选入少
体校，有5名学生参加区少儿春晚演出，
学生获奖数逐年递增，获奖学科也在逐
年扩增。此外，学校通过改进学习方
式，教学质量稳步提升，2016年、2017
年区抽测中，各项指标均居城北片前
茅，学生在区级各类比赛中也取得丰硕
成果。学校2015、2016连续两年年度
考核荣获城北片第一名。

内外结合的课程哲学，先外后内的
课程实施，内外并蓄的课程保障，让新
街小学的学生诗意地行走在课程的街区
中，寻找到最好的自己，快乐成长，最终
实现“让每一片绿叶都洒满阳光”的学校
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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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小学积极探索“新街课程”和“新街区学习方式”

让学生在课程的街区中诗意行走

一、《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
张德芬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定价

49.8元。作者写的是自己的人生，却映照
出每位读者的内心世界。她沉静有力地剖
析自身的婚恋经历、亲密和亲子关系，写尽
内心暗流涌动的秘密。她以凤凰涅槃的姿
态，不惧以身试炼，历经种种遗憾却依旧怀
抱热爱。这本书，将帮助读者摆脱生命的
旧模式，跳脱出被他人、情绪、外境奴役的游
戏，修炼和突破自己，实现真正的蜕变成长。

二、《我只向美好的事物低头》
雪小禅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定价59.8

元。精致的文字意象，把中国人稀缺的生
活美学以自然之态缓缓书写：千年文化的
血脉寻真，岁月逝去的安宁，鲜花着锦的时
光，不负一日三餐的深情，淡淡散于纸间，
从诸般琐事之中觉察平淡易得的乐趣。书
中特别收录了一段从未曝光、闻者无不泪
下的传奇之恋。有些人的爱情一生只有一
次。她们洁净、饱满、自有光芒，如相遇，此
生请多珍重。

三、《老子之道》
白云先生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定

价58元。作者从《道德经》是圣王之学这
一基本立足点出发，阐述了书中治国安民
的至高智慧，并对一些流俗、错误的解读进
行了反驳，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从老
子之道的本源出发，本书告诉人们道法自
然，不能逆天而行，不能以人的巧伪之智来
处世治国，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国泰民安，
社会和谐。作为个人，也要返璞归真，恢复
自然之本性，这样才能超凡入圣，远离烦恼。

四、《长长的路，我们慢慢走》
余光中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定价49.9

元。本书精选余光中先生散文36篇，包括
游记见闻、感情经历、生活智慧、人情世故、
文化随感五部分内容。书中，余光中先生
以人生过来人的姿态，为每一个读者提供
生命的启示和前行的力量。人生这趟旅
途，“去向远方”是每个人生命中浪漫的冲动，
也是每个人对抗孤独与现实的力量之源。

五、《认知差：你比人生赢家差在哪？》
周桂伊著，中信出版集团，定价 45

元。自我、财富、时间、知识、亲密关系、亲
子关系……每一个关乎幸福与未来的人生
命题，在这本书里，将结合心理学成果、被
论证的规律，以及各个前沿领域的共通知
识，给予你更进一步的真相，去伪存真，全
面更新思维模式，突破自己的局限，掌握终
身赢家的秘诀。

以上图书由萧山书城推荐
萧山书城地址:萧绍路1028号（长途

汽车站向西100米）
服务热线：82640808
网上书城：http：//xiaoshan.zxhsd.

com；http://www.xsxhsd.com
以上图书萧山书城均已面市。

■记者 潘佳佳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群人为美好生
活默默奉献着自己，他们用热血和激情
诠释着爱国情怀，用生命捍卫着民族尊
严。为了追忆难忘的红色记忆，近日，

“予爱征途”2018年萧山区第三届少儿
跨年晚会在萧山剧院隆重上演。晚会
以在萧抗战老兵的故事为载体，通过

“山河沦陷 红土情”“山河破碎 凌云
志”“山河锦绣 翔天歌”三大篇章，向
1300余名观众展现了一幅保家卫国不
畏艰险的历史画卷，表达了文艺少年爱
国爱家的情感。

本次跨年晚会由区委宣传部、区教
育局、区妇联、萧山日报社主办，萧山日
报《教育周刊》、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承
办，是区“湘湖未来星”少儿主题系列活

动之一。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支持，先后走进新塘小学、高桥
金帆实验学校、万向小学、北干小学等
13所学校，吸引了1000多名孩子共同
参与。同时，还开展多场公益性演出，
向萧山市民传递了温暖和友爱，展示了
青少年积极向上的风采。

作为已连续举办了三年的少儿文
艺活动，今年的跨年晚会亮点纷呈，在
往年“爱”的主题下，保持了一贯的“公
益性”“节俭性”“艺术性”，新增了“传承
红色文化”的内容，以弘扬不朽的革命
精神为主旨，结合一个个在萧抗战老兵
的故事，通过舞蹈、唱歌、朗诵、乐器等
艺术表现形式，将老兵们奋不顾身、甘
于牺牲、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传神地展
现在观众们眼前。看着小演员们用心
演绎过去上阵杀敌的一幕幕场景，晚会

总导演——杭州优贝思教育集团总经
理刘芳不禁发出感慨。她寄语孩子们
不要忘记今天祖国的和平是革命战士
用生命捍卫来的，要好好珍惜当下，热
爱祖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的过程中，银河实验小学的当代舞
《映山红》、北干小学的诗歌朗诵《红色
童话》、湖滨小学的大合唱《歌唱二小放
牛郎》、浙师大附属金山小学的当代舞
《小报童的歌》、万向小学的诗歌朗诵
《红铁》、汇宇小学的当代舞《小马奔腾》
以 及 湘 师 实 验 小 学 的 拉 丁 舞《芳
菲》……这些由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老
师倾情指导的节目均给观众们带来了
不一样的惊喜。此外，杭州优贝思艺术
学校的小合唱《我的中国心》、当代舞
《一条大河》等优秀节目得到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而来自湘湖未来星少
儿才艺大赛的特金奖选手胡钦阳、朱恬
溢、刘洋、鲍嫣婷、钱昭吉等也为晚会展
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一幅幅精彩的红
色画卷在舞台上徐徐展开。

本次跨年晚会除了用艺术的方式
向老兵致敬，共同铭记那些光辉岁月，
还现场颁出了诸多奖项。我区18所学
校被授予2017年萧山区第三届少儿主
题系列活动艺术实践基地的称号、10家
单位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20位优秀教
师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还有14位小演
员获得了优秀小演员的荣誉称号。面
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少获奖老师都
发表了自己的感言，他们希望，新的一
年，萧山的艺术教育能够全面开花，有
更多的孩子能在艺术殿堂里，与爱同
行，健康快乐地成长。

■记者 潘佳佳

舞台上，两只威猛的“狮子”时而转
辗腾空、回旋闪扑，时而与孩子们嬉戏
玩耍……2018年1月1日，钱塘教育集
团新校区——萧绍路校区举行了隆重
的启用仪式。100多名孩子现场载歌载
舞，给观众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庆贺新校区正式启用。本次萧绍路校
区的落成，意味着钱塘教育集团形成了
东南北三足鼎立之势，让我区的孩子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当天10:00，喜庆吉祥的威风锣鼓
响起，启用仪式拉开帷幕。在一阵掌声
之后，两头喜人的“狮子”在4位师傅的
用心表演下，精彩演绎了《吉祥如意》
《恭喜发财》等节目。除了舞狮节目的
亮相，钱塘教育集团的老师和学生也倾
情献艺。独唱《火把节的快乐》，合唱
《春晓》《老师的蝴蝶夹》，舞蹈《旋旋

旋》，古琵琶合奏《高山青》《旱天雷》等
节目更是将整个活动不断推向高潮。

值得关注的是，活动现场，来自美育儿
童音乐舞蹈国际机构的3岁宝宝们身穿

节日盛装，表演器乐合奏《新年好》，给
现场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送上了新
年的祝福。这些充满童趣的节目，为整个
活动增添了一份快乐，传递了一份幸福。

“太好了，以后接送女儿上兴趣课
更方便了。现在钱塘教育集团旗下除
了原先的艺术课，还有语文、数学、英
语、写作等课程，还蛮齐全的。”一位送
孩子来参加表演的家长高兴地说。听
到众多家长对学校的赞赏和认同，钱塘
教育集团创始人王惠红说：“成绩的取
得来之不易，是7年来全体教职员工认
真负责的结果，学校在拥有完善的教学
体系和强大的团队力量的基础上，今后
将扩大平台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让
更多有能力、有思想、有作为的教师能够
施展才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
态度投入到教学中，通过开展多项业务
知识讲座，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助力孩子
健康快乐成长。”

追寻红色记忆 传递社会正能量

萧山区第三届少儿跨年晚会完美落幕

钱塘教育集团萧绍路校区盛大开业

新街四小承办2017年城
北片少先队年会暨萧山
区学校少代会观摩活动

钱塘教育集团可亲可爱的老师们

晚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