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特刊 03
2018年3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张巍 版式：赵坚 校对：钟婷 电话：88989537CHENGZHANG TEKAN

通讯员 裘杰
3月5日，恰逢第55个学雷锋日，

实验小学大队部开展了“学习雷锋，

情暖童心”雷锋日爱心义卖活动。

当天，同学们精心准备义卖物

品，有同学制作了美食，带来了书

籍、玩具等物品，还有的同学通过

自己的巧手制作了精美的小玩意

儿。各中队还根据各班名给自己

的展台起了名称，如“爱心超市”

“红苹果小卖场”等等，同时设置了

营业员、收银员、维持秩序的志愿

者、环保小卫士等，并佩戴了自己

设计的统一标记，如头饰、帽子等。在

献爱心的同时，体验了一次角色扮演，

并展现了团队凝聚力和创造力。同

时，学校大队部还设立了爱心捐款处，

为该校一名身患重病的同学筹款，将

爱心延续，情暖童心，充分体现实小学

子乐于助人的品格。

通过此次爱心义卖活动，让全体队

员从小树立关爱他人的意识，养成乐于

助人、乐于奉献的良好品质。提高了队

员们的动手能力和组织能力，培养队员

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充分体现学生自主

灵动性。

实验小学爱心义卖活动情暖春日

通讯员 王宇宇
多年来，雷锋精神犹如一座巍

然耸立的灯塔，引导亿万人民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了深入地开展“学雷锋、树新

风、见行动”教育活动，锦溪小学在

区教育局关工委的组织下，于3月1
日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学雷锋、谈

感想”图片展活动。展出的图片有

雷锋的生平介绍、先进事迹、个人日

记以及身后的各类表彰等共 30余
张。全校师生踊跃参加了本次图片

展活动。尤其是一二年级班主任带

领学生边讲解边参观。学校还邀请

了区国税局退休干部宋老师莅临现场，

为大家讲述雷锋的故事。学生通过对

雷锋生平事迹的了解，摘抄雷锋格言，

写观后感等形式，诠释了雷锋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品质以及无私奉献的崇

高思想。

本次活动使学校广大师生受到了

一次精神洗礼，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

果。让同学们更直观地感受到雷锋服

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对于切实推

进校园雷锋精神学习活动常态化开展，

构建和谐文明校园起到了积极作用。

锦溪小学开展学雷锋活动宣传图片展

通讯员 蒋艳芬
3月5日是传统的学雷锋日，武

岭小学“蒲公英”义工社的 20多位

小义工满怀爱心走进了溪口福利

院，开展了“关爱老人，奉献爱心”为

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小义工们不

仅打扫了福利院的卫生，给老人们

送上了提前准备的水果点心，还表

演了精心准备的节目，给安静的福利院

增添了一份温馨和快乐。

本次活动受到了福利院老人们的

一致好评，小义工充分发扬了关心他

人、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雷锋精神，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武小学子“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展示了武

小学子的风采。

武岭小学“蒲公英”义工社情暖夕阳

通讯员 裴淑妍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

神财富，为激励全校学生始终牢记

“为人民服务”这一坚定信念，在毛泽

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

召55周年之际，西坞中心小学于3月
5日“学雷锋”纪念日开展了“雷锋精

神 代代相传”主题活动。

学校结合有序教育理念，以大

队委员为主体，在每日午间就餐期

间，以小组为单位，身穿体现志愿者

形象的“红马甲”，积极开展帮助低

段、有特殊困难同学有序领取餐具、

打好餐食、倾倒残羹剩饭等服务工作；

同时，借助“监督巡视+及时提醒”的形

式，对未有序排队、安静就餐、清理餐桌

等不文明行为进行记录，加以告知，并

作出正确示范。

据悉，该校除了在“雷锋日”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还利用周一升旗仪式进行

《弘扬雷锋精神，从现在做起》主题讲

话、宣读学雷锋倡议书，组织开展“学习

雷锋精神，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队

会、“童”画雷锋新形象等多种形式的教

育活动，真正让“雷锋”活在新时代的今

天，让雷锋精神永驻校园。

西坞中心小学开展学雷锋主题活动

通讯员 江丹
在3月5日学雷锋日到来之际，

白杜小学组织学生开展“学雷锋

见行动”主题活动。

针对一到三年级小朋友进行了

“雷锋日记、名言摘抄”小卡片制作

比赛。孩子们通过抄写雷锋日记、

雷锋名言、制作小卡片等方式，鼓励

与号召同学们了解雷锋精神，弘扬

雷锋精神。

3月5日中午，针对四到六年级

的学生在学校报告厅举行了“学雷

锋，说雷锋”讲故事比赛。通过同学

们声情并茂的讲述，使在座的每一

位学生对雷锋有了新的认识，知道

了为什么要学习雷锋，充分调动了学生

学习雷锋精神的积极性。

此外，全校师生共同参与了“弯腰

行动”。为弘扬雷锋同志不怕脏、不怕

累的精神，3月 5日下午，少先大队部组

织全校学生，学雷锋，见行动。清扫校

园死角，美化校园。利用课余时间，组

织全校师生在校园中捡垃圾、打扫卫

生，为校园美化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

献，学生们更加体会到，学习雷锋要从

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通过此次学雷锋活动，使得全校师

生更好地明白了“雷锋精神”的真谛，也

促进了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良好道德

风尚的形成。

通讯员 丁涌潮
今年 3月 5日是第 55个“学雷

锋日”，为将“学雷锋”活动落到实

处，当天上午，宁波求真学校师生在

学校周边以及县江两岸开展“学雷

锋”义务打扫清洁卫生活动。

此次活动的任务是清理学校

大门外金沙路以及学校西侧墙外

小区弄堂。在学校周边，该校师生

拿着扫帚，提着垃圾桶，清理路面上的

果皮纸屑和落叶，以实际行动向雷锋

同志学习。

此次活动让大家体会到学习雷锋

精神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同时也增强了同学们的环保意识，让同

学们明白美丽的奉城要靠每一个人的

实际活动，只有人人参与，我们的家乡

才能更洁更美。

通讯员 余佳汶
学雷锋纪念日这天，萧王庙中

心小学的校园里总能看见一群头戴

小红帽的同学，他们主动拾垃圾、主

动制止课间不文明行为、主动寻找

校园生活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他

们就是萧小志愿者们。这群可爱的“红

领巾”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雷锋精神，铆足劲，踏实干，清扫校

外一条街，不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路

边的行人纷纷驻足夸赞，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通讯员 马金山
为进一步履行学校的少年消费

维权教育责任，提升少年消费者的自

我保护意识和风险意识，更好地配合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近

日，莼湖中心小学六年级开展了

“3 · 15”消费者权益日主题班会活动。

活动中，班主任通过实物（合

格食品和劣质食品）的讲解，教孩

子们认识食品安全标志、保质期、

绿色食品标志等等。要求购物时

要查验食品安全标志、保质期、生

产日期等，引领学生学会鉴别真伪

商品，教育他们怎样辨别商品的真

伪，让更多学生拒绝和远离假冒伪

劣商品、食品。同时，还鼓励全体学

生将“3·15”消费者权益日的重要意

义回家说给自己的父母听，积极倡

导鼓励学生在家人亲友的帮助下购

买自己的生活用品和家庭物品等，

以扩大宣传的范围，营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

方式。如果不小心买到了劣质食

品，可以通过拨打 12315电话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通过这一系列消费者权益日的

主题教育班会活动，唤起学生们初步

的消费意识，引导学生注意从小处着

眼，从小事做起，提升学生消费者保

护意识和自觉性。

莼湖中心小学：3·15消费者权益日，我们在行动

通讯员 裘杰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借助第55个学雷锋日和第40个
植树节日契机，实验小学少先队大

队部、校青年教师志愿者团队联合

滕头村团委在滕头颐乐园开展了

“红领巾圆梦微心愿”活动，圆老人

们想要与孩子们面对面说说心里话

的微心愿。

同学们和志愿者们带着百盆绿

植来到滕头颐乐园，为每一位老人

送上绿植，为园内带来一片绿色，同

时为老人们打扫房间，陪说说话。

老人们激动不已，握着同学们的手久

久不愿放开。

通过“百盆绿植送老人”“我与爷

爷奶奶说说心里话”“我为老人打扫

小屋”等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敬老

主题活动和良好的社会氛围的渲染，

进一步营造敬老、亲老、爱老、助老的

社会风尚；激发少先队员和志愿者们

孝老爱亲的内在自觉，并由爱家、爱

老推及到爱国、爱社会，进一步树立

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投身

到和谐社会建设中来。

通讯员 葛林高 黄吉
有这么一股风，暖暖的，热热

的。教室里，他们布置教室，开设讲

座；操场上，赛前训练、组织运动；校

门外，策划活动、维护秩序……他们

身着统一服装、面带微笑，他们就是

居敬小学最可爱的“家长义工”。

如今，又有一位家长义工的义举

感动了校园。他就是 205班胡诗涵

家长，前不久他看到学校花坛损坏严

重，主动提议为学校铺设花坛草坪，

修葺杂乱的花木，清理枯死的枝干。

尽管春寒料峭，细雨迷蒙，但

是依然没有阻挡胡诗涵家长所在

公司那 20 位工人埋头苦干的身

影。他们分工有序，有条不紊地开

始护绿植绿，有的扶树苗，固定位

置；有的握锄头拿铁锹铲土；有的

脚踏黄土夯苗；有的提水浇灌树

苗，这样热火朝天、不亦乐乎的劳动

画面让每个参与者难以忘怀。大家

不怕脏不喊累，谁也没管额头上渗

出的汗珠，手上磨出的红印子，或者

是裤腿沾上的黏土，只是不知疲倦

地做着手里的工作。

“就在三月，就在今天，风是绿

的，笑是绿的，歌也是绿的。”这支走

在春风里的家长义工队伍，被微风细

雨染成蓬勃的绿色，构成一道家校共

建的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一周的辛

勤劳作，学校增添了一抹别样的绿

色。一排排整齐挺拔的苗木在和煦

的春风中轻轻摇摆，在浓浓春意里更

显生机盎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们种

下的不仅仅是一株株植物——更是

一份幸福与希望——一抹家校共建

新篇章中难以忘怀的“绿色”。

通讯员 丁涌潮
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宁

波求真学校少先队大队部号召全校

少先队员开展了“我让妈妈露笑脸”

为主题的庆“三八”节活动。

活动期间，少先队员们都各自为

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向妈妈表

达节日的祝贺，有的帮妈妈做家务，

有的给妈妈洗脚、捶背，还有的用自

己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些小礼物，

尽管方式不同，但大家对妈妈的爱都

是一样的浓，一样的深。活动最后，

少先队员们还用最深情的文字写下

了自己的活动心得，抒发了自己对妈

妈最真挚的爱。其中 502中队的徐健

雅同学在活动心得中说，自己家有3个
孩子，妈妈每天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

比一般的母亲更辛苦，在这次活动中，

自己提早起床给妈妈做了一次早餐，她

今后要经常这样做。602中队的肖弘

勋给妈妈洗了一天碗，他在活动心得中

说，刺骨的冷水更让他感受到妈妈平日

里的辛劳。

学校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

子们充分了解母亲，真正从内心感到

母亲对家庭的付出，体会妈妈的艰

辛，让孩子学会感恩，学会孝敬。而

这正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讯员 裘杰 杨金欢
3月 10日，实验小学的 40位学

生来到民生银行奉化支行，开展识

货币、学点钞、存取款等活动。

活动中，民生银行理财师通过

讲解货币的起源、防诈骗知识、识别

假钞方法、练习点钞等，同时还教学

生如何管理自己的零花钱和压岁

钱，鼓励他们争做小小理财师。

点钞环节是小记者们最感兴趣

的环节，银行理财师为小记者们准备

了一盒崭新的练功券。活动还没开始，

孩子们就对练功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兴奋地一张张数了起来。到了“点钞大

赛”环节，孩子们乐疯了。有的学生一

边数，一边嘴里念着，认真投入的模样

让人忍俊不禁。最终，3位学生胜出，获

得了银行提供的精美礼品。

通过此次小小理财师活动，不仅开

阔了学生的视野，还了解到更多的理财

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也让学

生得到了最真实全面的职业体验。

通讯员 夏孟佶 竺意芳
为狠抓教学五认真，强化教学

常规管理，实验小学日前集中全体

教师进行了命题培训。

命题是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环

节，命题过程是教师进一步钻研课程

标准、教材，深入分析学情的过程。命

题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评价

效果。此次培训以《小学试题命制的

价值实现》为题，由校长郭昶主讲。

郭昶和与会老师交流了命题

的经验、思路、策略等，短短一下

午的培训交流，让与会者受益匪浅：

命题者要树立正确的评价理念，掌

握好扎实的知识和命题中的各种技

术，命制出科学、规范的试卷，将考

试测验转化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促进学生发展，以期通过命题能引

领学生透过作品，反思生活，提高自

身精神修养。

据悉，此次培训是“狠抓教学五

认真”的一个序曲，新的学期，该校将

进一步加强教学五认真的管理，不断

提高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实验小学:进行教师命题培训

实验小学：“红领巾圆梦微心愿”情系老人

居敬小学：为爱校如家的家长义工点赞

宁波求真学校:开展庆“三八”主题活动

实验小学:开展小小理财师社会实践活动

白杜小学开展“学雷锋 见行动”主题活动

萧王庙中心小学“红领巾”志愿者在行动

宁波求真学校开展义务清扫活动

实验小学爱心义卖活动现场实验小学爱心义卖活动现场

锦溪小学学生在听雷锋的故事锦溪小学学生在听雷锋的故事

武岭小学的小义工走进溪口福利院献爱心武岭小学的小义工走进溪口福利院献爱心

西坞中心小学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西坞中心小学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萧王庙中心小学萧王庙中心小学““红领巾红领巾””志愿者在行动志愿者在行动

白杜小学组织学生在校园中捡垃圾白杜小学组织学生在校园中捡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