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现实世
界，它是我们存在和生存的基础；还有一
个世界，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灵魂，
这个世界是否充盈，决定了我们的生存质
量和人生意义。写作，就是打开这个世界
的一把钥匙，它引领我们的人生，使我们
不仅心灵充盈，而且还能够完美地表达出
来。学好写作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几
场考试，而是要帮助我们感知这个世界，
以及我们的内心，并以最美的语言将她呈
现出来。

作家简介:

孙道荣，全国知名作家，教育部十一

五课题组文学专家；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专

业带头人，中国新闻奖得主；《读者》《青年

文摘》《经典》《教师博览》《特别关注》等杂

志的签约作家；有着丰富的写作经验，已

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1000多篇文章，计

200多万字，其中800多篇文章分别入选历

年年度杂文、年度小小说、年度美文等各

种文集；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了14本个人

专著，其中散文集8部，微型小说集4部，

教育专著2部；被评为2017年度《语文周

报》“优秀作者”和“新媒体最受欢迎作

家”。他还是中考热点作家,他的近百篇

文章被全国各地的中学作为语文试卷的

现代文阅读理解题，深受家长和孩子的认

可和喜爱。

一场作家讲座，帮孩子找到打开心智的钥匙
小学六年级至初三学生赶紧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吧

讲座主题：写作是打开心智
的钥匙

讲座对象：小学六年级—初
三（亲子一对一参加）

讲座人数：35组
讲座时间：3月16日（周六）

14:00—15:30
讲座地点：体育路120号国

贸大厦四楼萧报学堂
咨询电话：1535542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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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潘佳佳

歌唱，是一种态度；歌唱，是一种生
活；歌唱，是一种艺术。如果能有这样一
个团队，所有人都相亲相爱，在歌声中尽
情表达内心、释放情感，那该是多么快乐
的一件事。为了让这份快乐感染更多
人，日前，由萧山区委宣传部（文明办）、
萧山区关工委、萧山日报社主办，萧山日
报《教育周刊》、萧报萧伢儿俱乐部承办，
EF英孚教育萧山学校等协办的萧山区
首届天使合唱团选拔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以“最美童声 献礼祖国”
为主题，针对4—12周岁歌唱爱好者，围
绕“祖国大好河山”“快乐童年”“美丽梦
想”等多个演唱内容来展示风采，并在专
业合唱老师的指导下，以中英文演出的形

式，用最美童声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为
祖国70周年华诞献上最好的祝福。

众所周知，“天使”纯洁、善良、正直，
他们相信世界上一切的美好。而歌唱是
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它能跨越时间、空
间，跨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表达最纯粹
的喜爱与祝福。当二者合二为一时，当
天使遇到了歌声，当歌声遇见了童年，所
有的美好都将开启。“我们希望每一个小
天使都能用清脆澄澈的童声，唱响心中
的梦想，向社会传递真善美，向世界介绍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小建立爱国主
义情怀，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
责任。”对于举办首届天使合唱团选拔大
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沈老师寄予了无
限期待。

怀着这份厚重的希冀，首届天使合

唱团选拔大赛将通过初赛、复赛、决赛评
选出“最美童声”，这些天籁之音将组建
成两支天使合唱团（幼儿和小学），接受
中英文老师的专业指导。经过老师们的
细心教导，这两支天使合唱团将结合“萧
山元素”，有机会登上我区各大晚会的舞
台，用美妙童声唱响魅力萧山，把中华文
化一起唱给世界听。

在音乐中熏陶，提升艺术素质和审
美能力；在合唱中感知，成为全面发展的
好少年。接下来，选拔赛在遵循专业性、
公益性、公正性的原则下，走进学校、幼
儿园，来到我区少年儿童的身边，让更多
的“小天使”在合唱团的广阔平台上茁壮
成长，在童年时光中留下更多彩色的音
符。我们相信，最美声音将在天使合唱
团中徐徐走来，令人回味无穷……

■记者潘佳佳

小女团、读书郎、钢琴公主……3月
7日，在吉的堡旺角幼儿园里，来了许多
不同年代、不同地方的人物。这里正在
举行由区委宣传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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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萧山区第五
届“湘湖未来星”少儿才艺大赛暨萧山区
少儿六一晚会选拔赛。近50名身怀才
艺的小朋友精彩亮相，为评委老师表演
了舞蹈、唱歌、讲故事、弹钢琴等丰富多
彩的节目。舞台上的他们，大方开朗、俏
皮可爱，用稚嫩的表演诠释了童年的快
乐和纯真，秀出了最好的自己。

《狮子大王照镜子》《捉泥鳅》《湖中
天鹅》等充满童真童趣的节目，把孩子们
天真烂漫的形象展示到了极致，赢得了

评委老师的阵阵掌声。特别是中A班富
宇蓦小朋友演唱的萧山方言版《小白兔》
着实让大家眼前一亮，只见他在高歌完
一曲《带你去旅行》后，笑着向评委老师
请求再演唱一首《小白兔》，他用流畅的
萧山方言唱出了小白兔活泼可爱的模
样，举手投足间尽是对动物的喜爱以及
对萧山方言的精准拿捏，一度将海选推
向了高潮。此外，小女团的到来，也让评
委们大为赞赏。7位水灵灵的小姑娘，跟
随轻松愉快的节奏，时而翩翩起舞，时而
动感时尚，她们默契十足，配合得自然融
洽，这使得整个舞蹈没有一处停歇，一气
呵成。

“小舞台承载了小朋友们的梦想，站
在台上的那刻，孩子的自信、勇敢都在闪
光。”评委老师——“花样少年”全国总决
赛优秀指导教师兼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

语言教师任喆表示，让孩子进行才艺展
示，有助于全面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让
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越来越有信心和目
标。接下来，“湘湖未来星”的海选舞台
又将走进四季蓝爵国际幼儿园、瓜沥镇
第二幼儿园等，相信，偌大的舞台上又将
会出现一位位“才艺小明星”，用自己的
才艺大声诉说自己的梦想。

■通讯员沈波英

学校干部队伍的自身修养和工作能
力是促进学校健康成长、提升办学内涵的
重要前提，从时代要求看，从学校持续发
展上讲，一个干部仅仅局限于救火角色，
是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3月1日上午，
萧山一职中层以上干部“以科研手段推进
新学期十项工作”培训会议正式开启。

校长孙利红从“中层干部角色的思
考、中层干部的专业素养以及学校行政管
理的基本要求”谈起，进一步阐明了作为
中层干部具备会看、会听、会想、会做和会
沟通的“五会”本领的重要性。他指出，每
位干部若把自己分管的中心工作通过课
题化手段来理性思考，认真撰写，必能学
会在事务繁杂、日理万机的学校工作中闹
中取静，深谋远虑，从容不迫。能力的提
高得益于科研，思想的进步有赖于科研，
科研是干好工作的崭新高度，也是履行好

职责的必然要求。
会上，该校特级教师汪坚老师对如何

结合2019年新学期该校十大重点工作以
课题化方式加以行动落实进行了专业细
致的培训。汪老师从“重点工作内容”“课
题主要方向”“选择切口参考”等角度加以
思维拓展。当他讲到围绕2019“升级改造
各功能场室等基础设施，改善办学条件”
这一重点工作，可以从“基于专业体验的
中职学校场室建设、ISO的学校基础设施
管理的实践研究”、普职渗透的中职专业
示训室建设实践与研究”这些角度去思考
行动时，与会者给予了热烈的响应，他们
表示，总务线都可以凭借科研积淀管理内
涵，其他科室更是大有文章可做。

新学期，萧山一职的中层干部将朝着
学习型、科研型的优秀干部方向不断努
力，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创新求得发展，
以品牌和实力赢得未来，再攀职业教育发
展的新高峰。

■通讯员谢忆静

近日，萧山中学生物教研组在区教育
系统迎春合唱音乐会上接受了第三届最
美教师团队的表彰。该项表彰活动由区
教育局、教育工会发起，旨在全面提升我
区教师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质，形成学

“最美”、做“最美”的良好氛围。
萧山中学生物教研组是一个团结、勤

奋、和谐、爱岗的集体，目前有14位专任教
师，其中高级教师6人，省特级教师1人，
区功勋教师1人，区名师1人。多年来，他
们以萧中“品质教育”理念为核心，以人本
教育为指导，结合生物学科教学的特点，
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手段，引导学生求真、
向善、知美、明理；本着服务社会，育人为
先的思想认识，团结协作，兢兢业业，运用
和创设各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认识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应用知识、实践创
造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在教育科研、教学以及教师的自身发展等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萧中生物学
科在高考改革后的历次选考中，凭借赋分
100的比例和考试平均分稳居各联谊学校

的首位；在2016年和2017年的全国中学
生生物竞赛中，分别有1名学生入选省队，
获得了金牌、银牌，并顺利进入了清华大
学深造，而在2018年的生物竞赛中，2名
学生进入省队，其中1人入选国家集训
队。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团队中有多人在
省级论文评比中获奖，在省级及以上公开
刊物发表论文，主编或参编多部教学著
作。2017年，他们指导的学生首次组队参
加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iGEM），并获
得国际金奖；2018年，再次斩获此项赛事
的银奖。同时，这些优秀教师还参加杭州
市高中生物优质课评比，纷纷获得了一等
奖，其中多人被授予“杭州市教坛新秀”称
号。由于优异的成绩和过硬的教学基本
功，2018年，生物教研组还获得了由学校
颁发的特别贡献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面对繁重的教
学工作，生物教研组的每位老师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常常忙得忘记了
休息时间。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牢固树
立质量意识和实效意识，团结协作，助力
学生更好地成长，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萧山中学生物教研组被评为区“最美教师团队”

萧山一职：以科研为抓手，创新干部培养机制

一、《黑色的歌》
（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著，长江文

艺出版社，定价49.8元。本书是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诗界莫扎特”辛波斯卡的
首部诗集，是被时间隐没的传奇诗集，尘
封了70余年，是继《万物静默如谜》之后
又一部经典诗集。本书当年没有出版的
原因众说纷纭：波兰历经二战的摧残，在
种种动荡不安中，这本出道作品很难有
机会出版问世。直到2012年诗人过世
后，她生前信任的秘书和友人代为处理
她的遗物。于是，本书终于在世界读者
的企盼下，于2014年首度在波兰出版，
其中还收录了辛波斯卡最初公开发表的
诗作《我在寻找字》。

二、《约翰的预言》
（美）斯蒂芬·金著，湖南文艺出版

社，定价45元。本书讲述了一个平凡好
人的悲情一生。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约
翰，因为一场车祸意外昏迷了4年半。
当他醒来时，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但他获得了一种神奇的能力，通过触
碰别人的身体，便可以了解此人的过去
并预见未来。这样的能力给他带来了知
名度，却也带来了更多的烦恼，陌生人对
他既好奇又抵触，约翰最终选择离开当

地。此后，他被卷入一系列事件当中。
他通过这份超能力，在与一位政治家握
手时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一场关
于灾难的预言，你会选择躲避争议还是
坚守正义？本书悬疑氛围与思考深度兼
备，情节紧凑，引人入胜，让人忍不住一
读到底。

三、《每一寸时光都有欢喜》
林清玄著，时代文艺出版社，定价38

元。本书是从林清玄老师在台湾出版的
34部作品中精选，并重新策划出版的一
本散文集。文章大部分是林老师对亲
情、友情、爱情、乡情的讲述，通过这些文
章，可以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林老师
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从而达到读者对
自身生活体验的共鸣。

四、《长长的回家路》
（瑞典）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著，北京

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定价48元。继《一
个叫欧维的男人》《外婆的道歉信》《熊
镇》之后，本书是全球热销1300万册的
瑞典小说之王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口
碑绝佳小说。那些活得匆匆忙忙的人会
错过很多东西。谢谢你，因为你将这个
故事赠给了自己。男孩和祖父、父亲和
儿子之间缓慢的告别和无尽的爱，书里

的每句话，每个词都如此有创意而优美，
读来使人发出感叹：“哇，原来还可以这
么形容！”这是一本可以成为我们人生之
书的书，强烈推荐给大家。

五、《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终
身成长篇》

武志红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定价
58元。本书通过模块化的知识体系，帮
助读者系统而真切地了解心理学知识，
迈入心理学学科的大门；又帮助你从心
理学的角度认知自己、洞悉内心，觉知问
题发生的关键，变得更加开阔、包容，完
成内在意识的不断升维；参透关系的迷
雾，了解身边人表象行为背后的意识和
心理，洞察亲密关系和人性动机，掌握与
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真正“拥有一个你
说了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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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听见“天使”的声音

一、报名对象

幼儿：中班和大班孩子（小班基础较
好者，亦可参加）

小学组：1—6年级

二、报名方式

1.团体报名
幼儿园、小学集体报名，填写“姓名、

学校班级、联系方式和表演形式”，发送
集 体 报 名 表 至 组 委 会 邮 箱
459742433@qq.com

2.微信报名
萧山日报PAT家长会微信（各组别

均可报名，报名时备注“孩子姓名+学校
班级+联系方式+表演节目”，工作人员
会及时与您联系）

三、参赛程序

第一阶段：海选（即日起至4月下旬）；

第二阶段：复赛（时间另行通知）；
第三阶段：5月底前决赛及获奖结果

公布

四、奖项设置

1. 比赛将按组别设一二三等奖及优
秀奖，组建两支合唱团（幼儿组、小学
组）。其中，一等奖3人/组、二等奖8人/
组、三等奖14人/组、优秀奖若干名。组
委会有权根据参赛情况，对奖项进行适
当调整。各组的一二三等奖获奖者将成
为天使合唱团成员（幼儿/小学）。由专
业英文老师和声乐老师进行免费指导，
届时参加区内各大晚会和演出。

2. 根据参赛及获奖学生数量，对各
校主要组织者，授予优秀组织教师奖，并
颁发证书。

五、报名截止时间

即日起至3月25日17：00

六、报名咨询电话

13516877265
13967117926
13867489723
18806815520
（潘老师、朱老师、雷老师、郑老师）

注：参加初赛、复赛、决赛的选手均自备
朗诵、主持、讲故事等语言类或唱歌节目，内
容要求积极向上，符合孩子朝气蓬勃的精神
面貌，表演时，配音、服装、化妆、道具等家长
自主准备，不作要求（节目限时3分钟）。

赛事要求

扫一扫PAT
家长会微信，关注
更多赛事动态

萧山区“湘湖未来星”少儿才艺大赛海选正式开启

如果你是3—12周岁爱好才艺的少
年儿童，如果你也想在大舞台上一展风
采，那么赶紧报名萧山区第五届“湘湖未
来星”少儿才艺大赛暨萧山区少儿六一
晚会选拔赛。

咨 询 电 话 ：13516877265、
13777369151（潘老师、陆老师）

吉的堡旺角
幼儿园的小
宝贝们带来
了精彩的才
艺节目

萧山区首届天使合唱团选拔大赛启动了，4—12周岁的少年儿童赶紧来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