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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对象

幼儿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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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时间

即日起至3月31日17：00

四、报名咨询电话

13516877265、13967117926（潘 老
师、朱老师）

■记者潘佳佳

“真棒，恭喜你拿到了晋级卡，记得
带上好作品来参加半决赛哦。”评委老
师亲切地说道，并将饱含着肯定和鼓
励的晋级卡递到参赛的选手手中。
这些拿到晋级卡的选手在台上合影
留念后，与小伙伴一起，蹦蹦跳跳地
走出赛场。

上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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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了海选白热化状态，来自闻堰小学、湘
湖小学、劲松小学、瓜沥镇第二幼儿园、
新塘第一幼儿园的300余名小选手在
海选舞台上进行各种才艺的火热比
拼。精彩的语言表演、嘹亮悠扬的歌
声、轻盈优美的舞蹈……各种表演层出
不穷，让现场评委连连拍手叫好。尽管
部分小选手稚气未脱，但他们自信满
满，神彩飞扬，表演出彩，更是一度把现
场的火热气氛推向了最高潮。最重要
的是，参赛选手中不乏技艺高超、表演
水准专业者，令海选的竞争异常激烈。
他们拿出看家本领，用最认真的态度给
所有评委献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越剧、芭蕾舞、啦啦操、男团
群舞来袭，展现艺术的多样性

在今年的海选舞台上，除了传统的

歌舞、乐器、演讲/朗诵、小品等节目，还
涌现出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节目，瓜
沥镇第二幼儿园沈彦衫带来的越剧《我
家有个小九妹》，有板有眼，婉转动听，
赢得了满堂彩；闻堰小学503班的薛羽
瞳带来的芭蕾舞《睡美人第三幕公主变
奏》，让人眼前一亮，她身穿仙气十足的
芭蕾舞裙，一招一式间尽显舞者的优雅
气质；新塘第一幼儿园10名足球宝贝
表演的啦啦操《加油宝贝》热情似火，把
对足球的喜爱完全融合到舞蹈动作里，
较好地诠释了运动的精神。此外，劲松
小学的21名男生带来的《戈壁沙丘》更
是舞出了阳刚之气，他们凭借扎实的基
本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演绎了舞蹈的
动人魅力，让人看了赏心悦目。

“我们一点也不紧张。”不少小选手
下台后都悄悄地跟等候的老师说。他
们有的是舞台上的小明星，拥有丰富的
舞台表演经验；有的是第一次参加大型
赛事的选拔，胆大热情，非常喜爱表
演。看见他们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完美
表演，作为评委,萧山区少儿六一晚会
公益导师董丽鸿不禁啧啧称赞，她表
示，小年龄段的孩子能够自信地站上舞
台，并勇敢地展示自己，非常难得。更
可贵的是，部分小选手没有经过专业的
学习，但他们从心底热爱音乐，喜欢表
演，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声
音，都较好地展现了他们对艺术的追求
和付出，她相信，只要勤加练习，不久之
后，他们就会成为我区各大舞台上闪亮

的“未来星”。

半决赛、决赛蓄势待发，谁将
最终问鼎冠军

随着本周海选的陆续推进，参赛的
选手越来越多，他们在准备的过程中，
纷纷将海选作为了决战现场，铆足了劲
希望能收获半决赛的“入场券”。而已
经晋级的选手则在海选后，立马投入到
紧张繁忙的排练中，希望能在半决赛中
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决赛，与我区的才
艺小达人一较高下。

看到选手们摩拳擦掌，积极备战，
“湘湖未来星”少儿才艺大赛组委会负
责人任老师也显得很兴奋，她激动地
说：“为了给孩子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这次在原先决赛的基础上特别增设了
半决赛环节，增强赛事的竞争性和参与
性，激发选手的内在潜力，让他们在一
次次挑战中邂逅最好的自己。这是一
次才艺比拼的大赛，更是一次综合能力
检验的大秀，希望每一位小选手都能全
力以赴，冲刺桂冠。”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艺术的
传承和发展，均在选手们的身上淋漓尽
致地展现出来。我们相信，这次考验，
会成为他们学习生涯中一笔宝贵的财
富。4月7日，社会专场的海选以及半
决赛将同步开启，届时，我们又将看见
一大群才华横溢的“才艺星”在大舞台
上发光发亮，展示自我，张扬个性。

“湘湖未来星”，我的梦想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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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第四站、第五站、第六站、第七站、第八站来到闻堰小学、瓜沥镇第二幼儿
园、湘湖小学、新塘第一幼儿园、劲松小学

■通讯员沈波英

校企联动，创新模式，育大国工匠，3月
14日，萧山一职、浙江中汽校企互动车间建
设推进会暨2018级汽修专业现代学徒制拜
师仪式在学校新实训大楼举行。

拜师仪式古朴庄重，28位学徒分批次
向六位师傅行鞠躬礼，并献礼《为未知而教，
为未来而学》一书，六名师傅回赠书籍《我们
如何思维》。拜师礼，是一种传承。那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区教育局高中教育科副科长陈富岗致
辞。陈科长感谢企业搭建平台，提供真实场
景，提供先进设施设备，选拔技术师傅，给该
校实行现代学徒制以最大的支持。他对此
次学徒制合作寄予了殷切期望，希望该项目
能成为一职继学前教育现代学徒制后的又一
个优秀样本，希望企业师傅能思想上引领、业
务上传帮带、作风上言传身教，希望徒儿们做
到“四勤”，期待一职学子在校企共同搭设的
良好平台上成为汽修行业的行家里手。

中汽集团总经理王建平表示，校企双方
将共同努力，密切合作，不遗余力地为学生
提供技术指导，让学生早日成为满足社会需
求的技能人才。一职校长孙利红对浙江中

汽一直来对该校汽修专业的大力支持表示
感谢，他表示，仪式将进一步实现专业设置
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就业过程对接，希望双方进
一步加大合作，拓宽合作项目和途径，提高合
作频率和实效；希望学生尊敬师傅，善于思
考，勤奋好学，向师傅学习技能的同时，更要
学作风，学为人，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提升
综合素养，早日成为汽车维修行业的精英。

该校11级校友沈伟作为师傅代表在发
言中希望学弟们把握机遇，精炼技术，早日
拥有立身之本。学徒们表示要以师傅为榜
样，虚心求教，积极进取。

据悉，2017年萧山一职汽修实训车间
在申报杭州市中职教育示范性教学实训车
间建设项目中成功立项，建设周期为3年。
2019年是建设的第二年，该校以打造“互联
网+”的校企互动智慧实训车间为目标，按
照“增强校企车间互动性，提升实训教学针
对性，发挥企业车间服务性”的发展规划，进
一步加大学校与企业、教师与师傅的深度融
合，深化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推进教育教学
机制创新，增强学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人才支撑力度，力争为企业培养更多更好
的技能人才。

促校企联动 育大国工匠

萧山一职举行校企互动车间建设推进会暨汽修专业
现代学徒制拜师仪式

新街小学：争当奔跑者，勇做追梦人

■通讯员蔡丽娜

为开拓钱塘江水文化资源、推动水文化
科普宣传，3月20日上午，万向小学与中国
水利博物馆合作共建签约仪式在万向小学
报告厅隆重举行。

签约仪式在学校三位小歌手演唱的《游
钱塘江》中拉开序幕。万向小学校长莫建忠
致辞。中国水利博物馆是不可多得的国家
级教育资源，学校希望通过“馆校共建”，给
学生带去丰富而有价值的钱塘江水文化课
程，让他们更了解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的文
化底蕴，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宁围中
心学校校长邵亚华也在签约仪式上勉励学生
要走出校园，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深入了解钱
塘江，同时，馆校双方要基于馆校共建的新课

程背景，开发水课程。
中国水利博物馆副馆长金晖表示，希望

通过馆校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发符合青少年
心理需求和审美习惯的教育活动项目、研学
精品线路和社会实践活动，为培养知识全
面、善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高素质接班人而
共同努力。

签约仪式上，万向小学的老师和二年级
的学生们还一起进行了书法展示，表演了诵
读节目《忆钱塘》，古墨书香，钱塘江畔经典
诵读之音不绝于耳。

据悉，万向小学是宁围街道第二所馆校
结对的学校。 此次馆校共建合作的顺利达
成，为馆校双方今后更好地合作交流，深入
挖掘钱塘江浓厚的历史文化，丰富学生的水
文化知识搭建了一个优质的平台。

万向小学：开启馆校共建新模式，谱写教育新篇章

免费学英语、练唱歌、演音乐剧，让孩子真正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

我区首个天使合唱团团员招募火热进行
4—12周岁爱唱歌的少年儿童快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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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

山区新世纪教育集团协办的萧山区首

届天使合唱团选拔大赛正在火热报名

中。不少家长在给孩子报名时都表达

了自己的心愿，希望通过赛事，增强孩

子的自信，让他们在歌声中感受音乐

的魅力，唱响对生活、社会、家乡的热

爱，为祖国70周年华诞献礼。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爱好唱歌

的选手都能拥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今

年合唱团不拘泥于传统的演唱形式，

而是采用中英文表达形式，通过添加

经典音乐剧等内容，将孩子的心声唱

给所有人听。届时，选手们将通过初

赛、复赛、决赛的层层挑战，进入天使

合唱团，得到外教和专业合唱老师、表

演老师的免费指导，在各大少儿晚会

的舞台上，用最美童声唱响快乐童年，

魅力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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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添加
PAT家长会微信，
关注赛事动态

一、《习近平在正定》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定价66元。这是一
部习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在河北省
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三年的忠实
记录。通过当年与习近平同志一起工
作、交往的干部、群众、记者等口述，展
现了一位对党忠诚、善正为民、深入调
研、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的优
秀年轻领导干部的形象，展现了习近平
同志“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的坚定信仰、公仆情怀和担
当精神。

二、《人设》
李尚龙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

司，定价 45 元。本书贴近当下生活
——独立女性、好男人、学霸，因为互联
网，我们见证了太多人的假面。人设崩

塌，一个频频在当今娱乐圈里、生活里
发生的现象，已成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的话题。一个撕开人生假面的故
事，一部灵魂拷问之书。

三、《单读19到未来去》
吴琦主编，台海出版社，定价 49

元。未来是一种幻觉，我们不因整体上
的悲观而放弃它，也不因为我们这一代
人正活在兴头上就必须对它充满期
待。更真实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处在同
等的迷茫中，对未来失去追踪，某种意
义上让人如释重负。去反省，现在的自
己该做点什么。

四、《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
蔡澜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定价48

元。本书谈读书、交友、饮食、茶道、旅
行、情感、婚姻、家庭、花鸟等主题，涉及
人生意义、生活情趣、情感培养、养生休

闲等诸多内容。全书各篇篇幅短小，一
事一议，小中见大，均能启发心智，令人
有耳目一新之感。

五、《好好活着》
陈忠实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

司，定价49.8元。本书献给所有在人生
旅途中辛苦奔波的人。六大篇章，写尽
了对人生、故乡、生活、友情、孤独、读书
的深入思考，饱含了人生智慧和生活哲
学，尽显高远淡然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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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选现场

■通讯员应长根

2018年，新街小学荣获了“杭州市文明
校园”“杭州市美丽学校”两项殊荣。与此同
时，在城北片学校年度考核中，新街小学名
列第一，这是该校第四年蝉联桂冠。校长华
洁说：“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学校每位老师共
同努力的结果。”

在新街小学，敬业奉献是每位老师的形
象写照，老师们团结协作、充满干劲的工作
状态，使学校形成了努力奔跑的强大合力。

上学期，英语组金国英老师查出甲状腺
肿瘤，需要马上动手术，因放心不下六年级的
教学，打算上完新课后再住院。英语组几位
老师得知情况后，主动找到教导处，在本身担
任班主任、课务量充足的情况下，分摊了六年
级的英语课。金国英老师感动于团队的温
暖，手术后两星期就提前回校上课了。

舒小敏，2012年来到新街小学担任非编
教师。去年9月，她的两个孩子患上了“咽峡
炎”，高烧不断。看着刚满周岁的孩子生病，
作为母亲，很心疼。但作为班主任的她，却动
员丈夫请假照顾孩子，自己没有因为孩子的

病请过半天假。在2018年学校班主任考核
中，舒老师所带的班级被评为文明班级。

像这样温暖的故事，在新街小学还有很多。
2019年，华校长号召全体教师在新学

期“争当奔跑者，勇做追梦人”，鼓励全体教
师努力争做教书育人的奔跑者，勇做教育科
研的追梦人；争做立德树人的奔跑者，勇做
课程改革的追梦人，切实加强课程建设，提
高学科质量，改变教师的教育方法，转变学
生的学习方式。学校关注教学质量，行政领
导每月下沉听课，对老师的教学方法进行探
讨，教师之间也开展相互听课交流，不断提
升教师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学科质量。学校
动员广大教师参加市区级教坛新秀评选，全
校60多名教师有近30名是市区级教坛新
秀。学校还注重学生德育，每月一个主题抓
好学生行为规范。如今，校园内，乱丢垃圾
的少了，文明礼貌的多了。

漫步在美丽的校园，不知不觉来到校
门口，华校长说：“今年，我们还设想在家长
等待区放上茶水，设置宣传栏、阅览区、家长
金点子墙，让家长更多了解学校。家校更紧
密联系，我们的学校才能办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