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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2020》
王德培著，中国友谊出版社，定

价58元。
中美贸易摩擦尚未停息，香港

暴乱行为持续升级，第四次金融危
机逐渐展开，信息文明进入高级阶
段，数字货币走上历史舞台，产业领
域面临大洗牌……“放眼世界，我们
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抬
头黑天鹅漫天遨游、低头灰犀牛满
地撒野”，极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让
人焦灼感更甚，对中国经济走势的
认知也愈发迷茫。本书旨在对2020
年的中国经济进行深入解析和预
测，探讨究竟是谁开启了破碎化的
序幕，指出中美贸易冲突既是终极
也是过程，提出中国“三个世界”观
点，带领读者穿越重重迷雾，寻找中
国经济新亮点。

二、《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上
册、下册)》

中国诗词大会栏目组编著，北
京联合出版社，定价84元。

《中国诗词大会》是央视首档全
民参与的大型诗词文化类竞赛节
目。入选诗词以中小学教材名篇为
基础，选题精准、命题范围恰当、重
视孩子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出题
范围从《诗经》一直到当代诗词，涵
盖豪放、婉约、田园、边塞、咏物、咏
怀、咏史等各个类别，选择具有“当
代意义”的经典名篇和名句，力求将
题目与现实生活相关联，题目生动
活泼而不呆板，聚焦忠孝、仁义、爱
国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力求
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析，带
动全民重温那些曾经学过的古诗
词，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
在陶冶诗词文化的同时，关照当下
学习和生活，学以致用，“人生自有
诗意”。

三、《我要做人生的甲方》
雾满拦江著，北京时代华文书

局，定价45元。
我们选择做甲方，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不回避、
不退缩、不软弱。生活有时会让我
们感到很无奈，但却又无法对这个
世界妥协，毕竟我们的人生还在继
续。做人生的甲方，需要找到生活
的理想，用热情去浇灌，主动去创造
价值。我们应该主动选择过自己想
要的人生，而不是被人生选择。即
使我们在快节奏的社会里被压榨着
过一生，依旧要记得积极生活，努
力提升自己对社会、家庭、情感的
认知，找到人生的理想。即便没有
草原，也别忘了自己是马。即使日
子过得很快，也要相信有些人值得
慢慢爱。勇敢做人生的甲方，挑战
自己想要的人生。因此，不喜欢这
个功利的世界，因为只有从“功利”
中跳脱出来，实现“去私欲”，才能够

“知行合一”，才能更好地与这个世
界相处，找寻自己的位置，妥放自己
的人生。

以上图书由萧山新华书店推荐,
市心桥新华书店均已面市

市心桥新华书店地址:市心南路
86号（市心桥头）

服务热线：82624222
网上书城：http：xiaoshan.

zxhsd.com

另，10月14日起，萧山书城因
升级改造暂停营业，给读者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

■通讯员 邵勇

实习、见习、拉练、参观访问等社会
实践活动是职业学校的特色，也是职业
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职高学生不仅仅
要学会书本上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
更要掌握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而这一
切都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为此，萧山
一职利用多种渠道，采用现有条件和方
式，千方百计让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各种
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和社会效应。

传帮带的学徒制活动

11月27日、28日，萧山一职19级
学前教育专业的4个班级迎来了期盼已
久的学徒周，开始首次职业领域中的素
养体验。怀着对幼儿教育的热爱与好
奇，学生们走进星原早教中心、实验幼
儿园、新世纪幼儿园，体验幼儿园的生
活与幼儿教师的工作。各班幼儿教师
热情接待，有条不紊地交代当天要开展
的系列工作，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
识、经验传授给他们。学生们虚心好
学，认真地做记录，学习和了解幼儿园
的教育教学和各项管理工作，全方位地
了解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学习各项保教
技能。

12月9日—12月13日，17幼1班
的学生们来到北干幼儿园开展学徒月

活动。实习活动中，同学们不仅协助老
师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参与
了班级布置、备课上课等活动，学习幼
儿园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备课上课环
节，大家认真书写教案，准备教具，并按
照老师的要求修改。课堂上，偶尔场面
失控，同学们也会用自己的办法调解，
让孩子们安静下来，集中精力。

实习中，学生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
中接触不到的知识和经验。“从见习到
实习，我收获了成功。我也学会了如何
调解矛盾，这让我自己也成长了许多。
这次事件对小朋友来说也许只是过去
的一次时光，而对我来说则是成长，也
是对未来工作的帮助。”19幼1 班的黄
雯雯如是说。

参观学习先进技术

11月24日，萧山一职组织工科专
业的16个班级到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参
观2019年中国智能自动化展会。学生
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会展中所展示的
智能制造与系统工程；智能感知与仪器
设备；智能系统与机器人；工业控制系
统信息安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
数据科学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最新成果。学校要求学生
结合参观感受撰写《我的专业 我的未
来》主题征文。该活动让学生们更好地
了解了行业前沿动态，激发专业热情，

扎实“潮匠”素养。

激烈紧张的技能拉练

11月26日中午，萧山一职在食堂
门口的广场上进行了17汽修技能高考
考前拉练活动。

“报告裁判，请求通电！”“报告裁
判，请求更换量具！”……一声声充满朝
气的呐喊伴随着冬日的寒风在广场上
回响，展示出学生们高昂的斗志。

为了准备2020年汽修专业技能高
考，17汽修专业的学生们进入高强度训
练阶段。为了能让同学们不断提升技
能水平，训练应试心态，学校安排汽修
专业的教师，协助学生多次进行校内仿
真考、校外拉练，适应时间，适应地点，
适应气候，确保学生们能在考试中稳定
发挥。

热火朝天的校园购物节

12月12日，萧山一职双创园区在
校园内举办了“双十二一起淘精彩第四
届购物节”。各店铺团队为全校师生提
供双十二特供或特价产品售卖与服务，
通过体验真实的大型促销活动来提升
学生们的实战能力。前来选购的同学
们很快就站满了各店铺，现场人头攒
动、气氛热闹。

促销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现
场不仅举办了满减活动、打折优惠券活

动和抽奖活动，还有自制陶艺品售卖、
花式洗车表演、特色自制明信片售卖等
各类有趣的活动。

此次活动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有益
尝试，是创新学生学习方式、提升学生
职业素养能力的有效手段。一位财会
专业的女生兴奋地说：“我在双创园的
财务中心岗位上学习，对公司的财务流
程和做账有了最直观的体验。”

技能大赛获佳绩

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萧山一
职在技能教学上有了极大的提高，技能
比赛屡获佳绩。

11月30日，2019年度机械行业职
业教育技能大赛“中望杯”机械识图与
CAD创新设计大赛在山东省青岛市举
行，来自全国23个省、直辖市的160所
中、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223
支参赛队、70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比
赛。萧山一职17数控1班的学生沈镇
陆、叶涛荣获大赛中职组全国二等奖。

12月7日，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信
息技术技能大赛《3D打印应用综合技
术》赛项决赛在山东聊城高级工程职业
学校举行。来自全国30所职校、技校代
表队进行了紧张激烈的角逐。最后，萧
山一职18数控2班的学生徐鑫杰、陈
泽琪沉着冷静，配合默契，完成全部任
务，获全国3D打印应用综合技术赛项
二等奖。

萧山一职大力推进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通讯员 来星东

长山小学是一所书法特色学校。为进
一步夯实以书法为载体的艺术教育，展示这
一年来书法教育的成果，深化校园文化建
设，12月18日，学校举办了以“童玩汉字 嗨
享书艺”为主题的校园书法艺术节书法与趣
味设计展览。

活动当天，现场一派热闹景象。24个班
级的展位依次铺开，展出的不仅有传统意义
上的书法作品，更多的还有结合了书法元素
的现代生活作品。瞧！汉字离开了课本、作
业本，来到了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灯笼上；来
到了红艳艳的对联上……书签、盘子、石头、
陶泥、扇子、伞、纸箱等，成了书法的载体，展
示着它的趣味性和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这次展览十分注重意境的创设，每个班
的作品都有各自的主题，有欢乐喜庆的农家
小院、古色古香的白砖黑瓦；也有绿意盎然

的园林景观、艺术感十足的魔方叠加……有的
班级设置了体验专区：裱字、猜菜名领书签、
认不同字体的字等。场地正中，孩子们弹起
了悠扬的古筝，老师和书法社成员正在现场
进行书写……

中午12点，在古乐声中，老师和家长们
来到现场参观。大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下午，各年段孩子进行了分批参观，如此好
玩又享受的书法，让他们忍不住驻足欣赏、
参与体验。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将此次活动进行推
广，将这种艺术之美分享给更多的人，长山
小学的活动还在周末向新街市民开放，以便
让更多的人看到孩子的作品。

作为全区唯一的全国书法教育示范学
校，书法艺术节是长山小学的传统节日。通
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孩子们在玩中
学，学中玩，既培养了他们的书法兴趣，又是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长山小学举办校园书法艺术节书法与趣味设计展览

■通讯员 孙桢铠

日前，2019中国竹笛特色教育学校
联盟“基于特色、以美育人、立德树人，
让每一个孩子向美成长”全国创新教育
高峰论坛在广东省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附属中学召开。来自广东、浙江、江苏、
河南等地的近几十所联盟学校的代表
齐聚一堂，以笛为媒，共叙特色教育。
长沙小学部分班子成员及音乐骨干教
师在校长罗伯祥的带领下应邀参加了
活动。

活动日程安排得紧凑而充实。活
动第一日下午，联盟组织成员进行了新
一轮的调整，长沙小学校长罗伯祥被民
主推选为新一任主席，并作表态性发
言。在随后的办学经验分享会中，罗伯
祥校长作题为《基于特色、以美育人、立
德树人，让每一个生命向美生长》的主
题报告。他结合学校竹笛特色教育，向
联盟兄弟学校介绍了长沙小学多年来
的特色办学历程。当天晚上，联盟10周
年庆典音乐会上，来自各个联盟学校的
师生代表都以拿手的笛曲，欢迎远道而

来的客人。黄林彬老师的一曲《列车奔
向北京》博得阵阵喝彩，吴亮老师与笛
友之家校长周昊先生合作《牧民新歌》，
广受赞誉。两位老师以自身深厚的艺
术底蕴向大家展示了长沙小学特色办
学的硬实力。

活动第二日，联盟成员又参加了
“以竹笛特色课程为例的课堂研讨”，听
取了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耿涛教授
关于《提升中国竹笛特色教育学校办学
品质的途径》的报告。

满满两日的行程结束，预示着中国

竹笛特色教育学校联盟马上又将走过
一年，既是不断前行，更在积极思考，开
拓创新。

据悉，长沙小学作为中国竹笛特色
教育学校联盟的主席单位，一直以竹笛
特色办学，给予学生艺术、美德的熏陶，
已坚持20余年。学校作为全国竹笛教
育特色学校联盟主席单位，不但重视自
身发展，更积极推广竹笛特色教育的影
响力。相信中国竹笛特色教育联盟在
长沙小学的引领下，笛艺之花一定会更
加芬芳、绚烂。

长沙小学应邀参加2019中国竹笛特色教育学校联盟高峰论坛

新书架

■通讯员 扬帆

12月20日下午，高桥金帆实验学
校第七届国际文化艺术节《金帆情·中
国梦·世界韵》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萧
山剧院圆满举办。

高桥金帆实验学校校长韩国荣肯
定了本届艺术节各项活动的成果，鼓励
全体学生积极参与“国际理解”课程的
系列化学习，成为自信、乐观、感恩，以
及富有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公
民，把“中国梦”传播到整个地球村，向
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为
萧山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建设奋力拼搏。

闭幕式分为“融情之时”“筑梦之
路”“品韵之心”三个篇章。

“融情之时”篇章，讲述金帆故事，
共叙金帆情话。“雅行、雅学、雅趣”一直
是金帆学子高素质的追求，孩子们将自
己的兴趣、才艺搬上了舞台，亮出自信，
秀出风采。

“筑梦之路”篇章，抒家国情怀，筑
中国之梦。中华诗词，以其独特的魅
力，传诵千年，流芳万古。同圣贤对话，
与经典同行，当这些名著与经典中的精
彩桥段被金帆学子演绎的时候，文化的
传承和时代的凯歌已然奏响。

“品韵之心”篇章，拥抱世界，探索

未来。世界文化以多元、个性、绚丽吸
引着金帆学子探究的脚步。名著、电
影、歌剧……全英文纯情演绎，表达了
金帆人融入共同体的夙愿，用开放与包
容走向世界的梦想。

历时4个多小时的演出，全程双语
主持，所有节目都融合了中国文化元素
与国际文化因子，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文
化艺术盛宴。全校47个班级，1000余
名学生参与了节目表演。每一个孩子，
都是这个舞台上最闪亮的“明星”。

在高桥金帆有这样一个团队，连续
两次获得萧山区中小学生合唱节金奖，
它就是“合和禾”合唱团。“合和禾”寓意

“合作、和谐、成长”，这也是学校一直追
求的目标。活动中，他们唱响《时间都
去哪儿了》，把最深情的歌献给亲爱的
父母、敬爱的老师。

此次闭幕式是学校第七届国际文
化艺术节的精彩展示与隆重表彰的一
个落点，是学校扎实而高效推进英语教
育的一个缩影。历时两个月的国际文
化艺术节涵盖英语口语大赛、英语电
影、绘本展演、英文歌曲大赛、英语配音
大赛、英语写作大赛、英语词王大赛等
多项活动。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艺术
节点燃了学生的英语学习动力，提升了
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

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国际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

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个舞台上最闪亮的“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