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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美声的吴敏晓老师，有一对神奇
的“耳朵”，一听到不舒服的声音，总能把
各种问题一一找出来。他的这对耳朵让
他对唱歌的要求更加严格。音色、共鸣、
咬字、气息、技巧等都是他非常关注的问
题，一旦在上课时，孩子有任何一个知识
点没有掌握，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就会
执着地教会为止，哪怕是下课了，他也会
义无反顾地帮助学生解决难点。由于这
份执着劲，他的休息时间总是很少，常常
被大家笑称为“拖延症”老师。别的小朋
友下课时，他的学生总是被他细心地指导
着。这份对学生负责的态度，不仅帮助孩
子收获了更多的知识，而且还让很多家长
都放心把孩子送来。“其实也要感谢家长，
是他们的信任，才让我每次上课都像打了
鸡血似的，没有一丝疲倦。”吴老师说起家
长们的支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据同事
们介绍，家长对吴老师的认可，让吴老师
即便在课余时间也依旧关爱学生。学生
在学校里参加唱歌比赛，他义不容辞地帮

他们指导唱歌技巧以及服装、化妆、道具
等搭配；学生获得了小进步，他自掏腰包
买来各种各样的礼物作为奖励。他的关
心，也让孩子们的歌声越来越美妙。

教学生会唱歌是他的职责，教学生唱
好歌是他的使命。吴老师为了完成这个
目标，他还拥有一颗与时俱进的心。他认
为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知识不断更新，教
学观念不断转变，作为声乐老师不能吃老
本，不能满足于自己原有的一桶水，要时
刻吸收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在实
践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素养。所以，他会
经常观看著名男高音家戴玉强、阎维文
的教学视频，研究SLS唱法。在汲取大
师独特的教学方法时，潜心研究和探索
气息、语言、位置、共鸣之间互相协调和
运用，针对少儿咬字不准确、气息不稳定
等常见问题，还总结了一套独特的解决
方法，在上课的过程中收到了比较好的
效果。

教学生涯中，周老师和吴老师深知声

乐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学科，是集声乐
理论学、声乐生理学、声乐心理学等内容，
需要老师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良好的教学
方法、强劲的学习力量。于是，新学期，他
们在学习道路上，定期向声乐名师——全
国知名儿童声乐专家、中国儿童音乐学会
会员郑媛老师面对面求教，以求深入挖掘
孩子的艺术个性潜力，培养他们声音的个
性与艺术的个性、技巧的个性完美结合，
帮助他们树立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接下来，带着这份执着的追求，这份
高高飞翔的梦想，他们将抽出休息时间，
帮助更多爱好唱歌的小朋友，走进音乐世
界，让歌声的动听和灵气充溢在童年的每
一个角落，带动快乐求知，快乐发展。

带上“好声音”跟着声乐老师免费学唱歌
新学期，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的两位声乐老师想开公益课，
教爱音乐的孩子唱首拿手的歌

一、《100小时逻辑思考课》
（日）大前研一著，吉林出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定价45元。本书是“全
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日本仅有的管
理学宗师”大前研一的经典课程。本
书介绍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无
论你是初入职场还是工作多年，都可
以从这本书中学习到外企精英有哪些
超乎常人的思考和工作方法。

二、《角落》
敖路著，湖北美术出版社，定价

128元。外婆家石棉瓦下滴油的红墙
拆了。兄弟儿时踢野球的老厂房也拆
了。每次去老街画画，总有阿姨凑上
来，神秘地问：“小伙子在做测绘吧？
这里是不是要拆了？”画画的人想住进
去，被画的人想搬出来。30年前的老
记忆，都被画进这本书里，里面可能就
有你家楼下。作者是一位80后出版
人，水彩画家，用业余碎片时间将身边
虽不起眼但有趣的角落街景画了下
来，以水彩绘画的方式与童年对话，唤
起人们对旧时光的回忆。

三、《优质女子必修课》
小飞鱼著，青岛出版社，定价39.8

元。本书告诉你：从容面对得不到的，
有勇气去追寻能够得到的，这才是优
质的人生大格局。专注社交管理、亲
密关系、情绪自控、情商管理、逆商激
励，将为你呈现女性个人跨越式突破

不可回避的困惑问题和应对模式。时
代信息多变、人际复杂、竞争跨界、持
续焦虑，书中你可以得到的就是，直面
自己人生所遇到的困惑，找到自己的
短板所在，借助高手的思维模式，实现
自己的人生跨越。

四、《价值规律》
水木然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定价

42元。本书深入浅出地描绘了这些规
律，涉及商业、经济、社交等领域，一切
以价值为立足点展开。当你掌握了这
些“价值规律”，你的每一次选择，都能
获得收获。

五、《一口气就能读完的大汉史》
张晓珉著，台海出版社，定价48

元。大汉王朝400多年，从辉煌到没
落，贯穿了一桩桩复杂而又传奇的历
史事件：楚汉争霸、天下一统、诸吕之
乱、征战匈奴……一段段精彩纷呈的
帝国往事、一个个鲜活而又富有个性
的历史人物，让人欲罢不能，必须一口
气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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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李梦楚

为了更好地践行“我们都在努力
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的新发展理念，
激励新小每一位学生乐学、勤学、爱
学。2月20日，新街小学开展了“争当
奔跑者，勇做追梦人”开学主题活动。

报到当天，大队部就邀请小猪佩
奇和乔治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位学生返
校。大家从佩奇和乔治手中收到了校
长妈妈送的五福卡: 智慧卡、幸运卡、

勤学卡、健康卡、快乐卡。五张福卡寓
意深刻：智慧卡——希望孩子们在学
习生活中做一个智慧型的学生；幸运
卡——希望孩子们做生活的幸运儿；
勤学卡——希望孩子们撸起袖子加油
干，在学习上不断进取；健康卡——希
望孩子们健康饮食，勤加锻炼，做个健
康小达人；快乐卡——希望孩子们的
学习和生活充满幸福和快乐！

拿着五福卡的学生明确了活动规
则后，在规定时间内自由组合一起凑
齐5张福卡，集齐后敲上小猪佩奇的印
章，然后一起到兑换处领取小猪佩奇
新学期开学礼物，并和佩奇、乔治以及
校长妈妈一起合影留念。每一个领取
开学礼的学生都喜笑颜开，并对这份
特别的开学礼格外珍惜。

新街小学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一直以来，每个学生都相互帮助、相互
关爱、相互学习。新的学期，新的征
程，新小人一起集五福、共享爱，努力
奔跑，勇做追梦人！

■通讯员梦婷

2月17日，在恒隆广场2楼的麦琪·萝
丝亲子家庭俱乐部里，精彩的元宵节派对
正在热闹举行。6000平方米的场地里，到
处洋溢着新春的喜庆，凸显着元宵节的传

统元素。近百组家庭来到现场，在这个充
满吸引力的英式亲子家庭俱乐部共度元
宵佳节。

活动现场，最热闹的活动莫过于“团
聚做汤圆”，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动手，搓
出一颗颗圆滚滚的五彩汤圆，期待整年都

能团团圆圆。艺术课堂里，“元宵文化大
赏”活动通过DIY的形式，让小朋友们感
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猜字谜”活动里，
孩子们开动脑筋、增长智慧；“踩高跷”活
动则让小朋友们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锻炼了他们的毅力，增强了勇气。孩子们
专注地参与到各种活动中，父母们在一旁
饶有兴致地陪伴与拍照，现场温馨四溢，
喜气快乐。

据了解，来自英国的麦琪·萝丝，一直
致力于把创造家庭幸福记忆的生活方式
分享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至今已有13年的
品牌历史。它凭借“家外之家”的品牌理
念和充满创意的英式早教环境与课程，深
得全球家庭的喜爱。去年11月，中国大陆
首家麦琪·萝丝亲子家庭俱乐部入驻萧
山，给许多萧山家庭留下了一段段难忘又
温馨的回忆。

开学伊始，孩子们都戴上了“紧箍
咒”，开启了充实的学习之旅。他们身后
的老师，也没闲着，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紧
张的教学中。即便是兴趣班的老师，也是
从早到晚，全身心扑倒在课程设计中。在
这群辛勤的园丁中，有两位“90后”老师显
得特别忙碌，他们一边准备新学期的课
程，一边抽出时间外出学习。同时，他们
还要做一件事——打开课堂，免费教爱音
乐的孩子唱好一首歌。

这两位老师名叫周敏芳和吴敏晓，都
来自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他俩从浙江
艺术职业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同一所学校
从事少儿声乐的教学。一间教室、一台钢
琴，他俩的课堂看似普通，却充满了许多
细节的雕琢。他俩会以聊天作为上课的
开端，做一些热身游戏，随后进行技巧的
传授；他俩会挖掘歌曲讲述的故事，正确
处理困难的段落，有趣地演绎歌曲；他俩
会发散思维，根据天气、心情以及社会事
件，与学生一起改编歌词，即兴歌唱……

在他俩看来，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
二，声乐课堂绝不能一成不变。优秀的老
师应该是作出调整以适应学生的需求，而
不是反过来让学生适应自己。

周敏芳老师教声乐已有5年时间，擅
长民歌的她，不仅会弹钢琴，还会跳舞、手
工、讲故事。用她的话说，这么多才艺的
形成，要感谢老师这个身份。“我的学生当
中有很多小年龄段的孩子，他们会对这个
世界充满许多奇思妙想。因此，我会在声
乐课中加入许多有趣的元素，例如动画
片、故事书、舞蹈动作、图谱作品等，让他
们在有趣的课堂中不知不觉地掌握唱歌
方法。”周老师笑言，吸引孩子们的注意
力，让他们更好地理解音乐的内涵，她把
自己培养成了“多面手”。

在愉悦的学习环境下，孩子们学得轻
松又开心，周老师教得也顺畅又全面。很
多时候，一个小时的课，常常让孩子们意

犹未尽。每当下课时，他们总会围着她一
起搞怪哼歌，而她总会跟孩子在“嗨歌”完
后，打开一个小本子动手写字。这是她5
年教学生涯中一个特别的习惯——用本
子记录每个孩子课堂中的优点、不足以及
提升方法，以便下一节课能将优点放大，
缺点改正。长此以往，她的笔记本写了一
本又一本，里面装满了孩子成长的痕迹，
像是一部部回忆录，又像是一部部“学习
宝典”，异常珍贵。

这份用心，也让她成了同事们口中的
“笔记本”老师，走哪带到哪，即便休息时，
还时不时翻阅。哪怕是布置的回家作业
——视频打卡唱歌，她都会一一指导完
后，将孩子的表现记录到本子里，研究更

适合孩子进步的教学方法。“每一个孩子
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需要因材施教，
我怕遗漏了孩子的每一个变化，只能用烂
笔头去记录和反思。”周老师说这话时很
谦虚。正是她对教学的认真，她还经常看
一些有关心理学的书籍拉近与孩子的距
离。“目前，我正在看《幸福从接纳开始》这
本书，书中讲到人的成长过程中需要自我
欣赏，自我接纳，并不断地冲破瓶颈，才能
成长……这些知识正好可以运用到教学
过程中，提升抗挫能力，增强自信心。”在
周老师心里，她理想中的声乐课不仅是一
堂教会孩子一门技能的兴趣课，还是一堂
助力孩子身心健康、快乐成长的人生课。

新街小学开展
“集五福换大礼”主题活动

麦琪·萝丝元宵节派对人山人海
近百组家庭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笔记本随身带的老师，爱帮孩子记录成长的过程

上课会“拖延”的老师，爱给孩子解决唱歌难题

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的周敏芳老师（左二）、吴敏晓老师（左一）与全国知
名儿童声乐专家、中国儿童音乐学会会员郑媛老师（右二），共同打造优贝思声
乐课程新高地，帮助每一位爱好音乐的孩子都能享受唱歌的快乐

■记者潘佳佳

校长妈妈和学生们快乐合影

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孩子们学做汤圆 每一个作品都凝聚了家庭的爱

■通讯员徐蓥

2月21日，踏着欢快的脚步，湘湖
幼儿园举行了“‘绘’聚精彩‘玩’转童
年”为主题的开学游园活动。孩子们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早早来到了幼
儿园，并从园长妈妈手中接过心愿卡，
许下了自己新年的愿望。

上午9点，游园活动正式开始，各
班活动室瞬间化身为游戏体验馆，一
个个源于绘本的创意游戏《我是钓鱼

小能手》《小猪变形记》《我是小小植树
人》等静候孩子们的到来。此外，幼儿
园还专门开放了美工坊和才艺小舞台
两个活动室。孩子们人手一张游戏
卡，在家长志愿者的带领下，去不同的
班级进行挑战。瞧，他们在小一班的
活动室里兴致勃勃地钓鱼；中三班的
活动室里传来了美妙的音乐，原来是
孩子们正在“与狼共舞”。另一边，才
艺小舞台现场也十分热闹，孩子们身
穿亮丽的服装，表演了架子鼓、相声、
古筝等多个精彩的节目，让家长和老
师连连叫好。参与完游戏，观看完演
出，孩子们可以凭游戏卡去大厅兑换
奖品。在丰富的奖品区，老师们准备
了香甜的爆米花、好吃的棒棒糖，这让
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新学期第一天，湘湖幼儿园的老
师带着孩子们自我展示、动手操作、合
作游戏，体会与同伴重逢的喜悦，感受
游戏带来的欢乐。他们一同欢笑，一
同陪伴，奏响了幸福童年的乐章。

湘湖幼儿园举行“‘绘’聚精彩‘玩’
转童年”开学游园活动

与“鸡妈妈”一起做游戏

如果你想学一首拿手的歌，如果
你在唱歌方面有疑问，都可以免费咨
询周老师和吴老师，只要有空，他俩都
会不遗余力地来帮助你。咨询电话：
82660801、826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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