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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 近日，为
进一步提高师生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
识，传承、弘扬青田优秀传统文化，青田
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走进县伯温中
学，营造文化遗产保护良好社会氛围。

活动现场，伴着音乐声，伯温中学
鱼灯队队员各举着一盏形态各异的鱼
灯，摆出各类阵图，为大家表演了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田鱼灯舞。
随后，青田县地方文化学者孙红华结合

青田县实际情况，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
形象的文物讲座。抬手、走路、耍棍、打
斗……在省级木偶戏传承人周晓敏的

“操控”下，木偶们活灵活现地为大家现
场演绎了《梁祝》和《真假美猴王》，精彩
的木偶戏表演令现场师生们目不暇接、
赞叹连连。此外，周晓敏还为学生们讲
述了木偶戏的起源和传承历史，并进行
了木偶戏现场教学。

同时，还在伯温中学进行了青田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和青田县文
物保护成果展览，以图文并茂的展板，
向公众宣传展示多年来青田县文化遗
产保护的丰硕成果。此外，还向该校学
生发放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册和保护
文化遗产的倡议书等。

本次活动不仅展示了我县文化遗
产保护的丰硕成果，还让全体师生深刻
体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魅力和
传承意义。“经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在

我们青田也有很多文化遗产，回家后我
要告诉爸爸妈妈，让大家一起加入保护
文化遗产的行列。”伯温中学小学部401
班学生罗浚宁告诉记者。而伯温小学
部401班学生季子皓也表示，通过此次
活动自己对文化遗产有了更深的了解，
回家后要把当天学习到的相关知识也
向亲朋好友宣传，同时要学习更多的相
关知识，为文化遗产保护出一份力。

青田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走进伯温中学

本报讯 (记者 夏建微) 近日，阜山
中学举行2022年“稻菊节”暨第一届开
犁节，让学生们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走

向大自然,去亲身体验
农耕文化。

简短的开犁节仪
式后，阜山中学的学生
们走进该校学生劳动
实践基地——波特农
场里学习农耕知识、体
验农耕文化。在波特
农场里，丽水中级农作
师严特波为阜山中学
的孩子们上了一堂生
动有趣水稻种植课，并

为他们示范了如何使用插秧机。随后，
在严特波的指导下，学生们也试着操作
了插秧机，并下田体验了插秧的乐趣。

插好秧苗后，学生们背着锄头等劳
动工具，来到了农场的皇菊种植区。随
后，学生们手拿锄头，挖坑、撒肥、种皇
菊，虽然动作不是很娴熟，但是各个干
得有模有样。

此次开犁节让学生们通过自己的
实践经历，去感受播种的辛勤，在农耕
教育中为学生们种下一颗勤奋的种
子。“参与这些活动让我学习到了相关
的农业知识，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辛
苦，和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也让
我明白了只有付出辛勤的汗水，才能换
来丰硕的劳动成果。”阜山中学七年级
学生陈静薇说。

据了解，阜山乡是省级“稻菊”特色

农业强镇，阜山中学是浙江省中小学劳
动实践教育试点学校，为激发学生热爱
劳动、珍惜劳动成果，构建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体系，该校建设
2400平米劳动实践基地，并举办了此次

“稻菊节”暨第一届开犁节，力图在学校
渗透劳动教育，打造乡村特色学校，助
力乡村教育振兴。

“我们坚持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种
植各类作物，通过学习种植知识、掌握
种植技能、体验种植乐趣，培养学生热
爱劳动、勇于实践的精神，希望通过波
特农场这个平台，全面落实德、智、体、
美、劳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
长。”阜山中学校长徐宗伟表示。

阜山中学举行开犁节 让学生们体验农耕文化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 林伟） 三
年勤学，一朝试剑。近日，2022 年青田
县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拉开序幕，全县
4929名考生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第一
场重要考验，为三年的初中生涯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当日，在青田二中考点门前秩序井
然，参加中考的考生们按要求佩戴口
罩，手持准考证、身份证，在安保人员的
指引下，有序通过入口体温监测点进入

考场。8点30分左右，多数考生已走进
校园，考生们精神抖擞，已做好准备，全
力应考。“不紧张，感觉放平心态准备充
足就行了。英语、数学、语文是我的强
项。”考生郭正阳表示。

虽然当天天空下着小雨，但仍有一
些家长前来送考。在考场外，送考的家
长们用最美的笑容，送孩子们进入考
场，同时也细心叮嘱考生，鼓励他们考
试不必紧张。麻女士的女儿今年参加

中考，为了避免出现意外状况，今天特
意把孩子送到考场。“我是东源镇的，早
上过来又下雨了，有点远，小孩自己坐
车怕赶不上,所以就送她过来。希望她
考个好成绩，我也希望她好好努力继续
加油。”考生家长麻女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我县今年中考共有青田二
中、华侨中学、船寮镇中、温溪一中、东
源镇中、腊口镇中、伯温中学等七个考
点，167个考场。根据考试安排，今年中

考时间为6月13日至14日，为期两天。
其中，13日上午的考试科目为语文，下
午为数学和社会·法治；14日上午的考
试科目为科学，下午为英语。

为了给考生们营造安静、良好的考
试环境，6月13日—14日，县交警、综合
执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早早来到了
青田二中等考点“护考”。中考期间，考
点附近的路段虽然不实行封闭，但是交
警在路口设置了警示标志和提醒标语。

今年我县4929名学生参加中考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 通讯员 刘
婷婷） 日前，水南幼儿园举办“萌娃迎
农遗 韵动乐翻天”第一届韵动节，以
运动的方式讲述田鱼故事，助力农遗
大会。

活动第一天，伴随着雄壮的运动
员进行曲，活动正式开始。小护旗手
们高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踏着整齐

的步伐缓缓走来。紧跟其后的是神情
专注的“解放军”方队、靓丽光彩的鱼
灯方队、惟妙惟肖的动物方队……随
后，相继进行升旗仪式、活动致辞、运
动员宣誓等。

激情澎湃的花球操《火了火了火》
《中国么么哒》；童趣可爱的动物模仿
操《世界真美好》《小动物模仿操》；热

情激昂的颂家乡操《我的故乡叫青
田》……展示环节，孩子们精彩的节目
迸射着活力火花，彰显着宝贝的阳光
与热情。

活动第二天，为迎接县农遗大会
的到来，水南幼儿园聚焦青田田鱼之
乡创设游戏情境。在游戏内容上，老
师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如小班段的“田鱼历险
记”等，中班段的“喜晒田鱼干”等，大
班段的“采稻乐”等项目，进一步激发
孩子们对农遗文化的兴趣。

看到孩子们的精彩活动，老师们
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家在工间
操比赛中收获运动带来的快乐，充分
展现着老师们的激情与活力。

萌娃迎农遗 韵动乐翻天

水南幼儿园举办第一届韵动节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日前，青田县中小学2021学
年美术抽测工作顺利举行。

本次美术抽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
合方式，把学生美术综合素质和学校开展美育工作情况
纳入评估范围，全面、真实、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美术专项
能力以及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其中，学生专项能力测试
内容分为知识欣赏题和技能表现题，全县有1985名学生
参与知识欣赏检测、2140名学生参与技能表现检测。

本次抽测，旨在全面评价全县中小学美术教育现状，
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全县中小学美术学科
教学质量，促进美术课程建设和教师成长。今后，我县继
续面向全体学生，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致力于以“大艺
术”之心、“大美术”之观、“大课堂”之理念，抓常规落实、
探资源利用、行生态教学、促高效课堂，让每一位孩子都
乐享美育！

以美育人 以测促学

我县2021学年美术抽测
工作圆满完成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 通讯员 林业） 为弘扬拥军
优属优良传统，营造爱国拥军、尊崇军人的浓厚社会氛
围，近日，城东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塔山路校区积极开展双
拥宣传教育工作，促进全县双拥共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城东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包括少年宫路校区、塔山路
校区充分利用LED电子屏滚动“双拥”标语，对全体师生
进行“双拥”宣传教育。同时，学校从实际出发，组织学生
观看红色影片、宣传片，绘制手抄报、制作刻纸等，让学生
用独有的方式表达着对战士们的崇敬之情，感受今天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此次系列活动的开展，大力宣传了双拥工作、国防教
育知识，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学生拥军优属意识和国防意
识，深刻地理解到自己作为新时代好少年肩上所担当的
历史使命。

塔山路校区
开展“双拥”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 通讯员 陈曙虹）近日，腊口
铁资中学教育集团举办“清廉校园”主题书画作品展，倡导
廉洁理念，营造了“学廉、守廉、思廉”的浓厚氛围。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书画，一句句发人深省的名言警
句，一张张内容丰富的廉洁小报……本次参展的学生书
画作品形式多样，主题鲜明。除了书画作品，35个班还展
出了以“清廉”为主题的绘画和手抄报等作品。作品以

“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铁面无私的“包青天”等为题
材。这些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寓意深刻的作品，让廉洁
元素悄然无声走进学生们的心里，播下廉洁的种子，让校
园散发着浓厚的廉洁文化气息。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在全体学生心中播种下清廉
种子，还要求全校师生将廉洁贯穿到学习和生活中。“此
次活动学校鼓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通过‘小手拉大
手’引导师生尊崇廉洁，倡导家校架起‘廉心桥’，通过家
访等形式让‘廉洁清风’吹进千家万户。同时，学校以‘清
廉学校、清明政风、清净校风、清正教风、清新学风’为抓
手，推进廉政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家庭，形成风清气正
的教育氛围。”腊口铁资中学校长董剑勇表示。

铁中集团举办“清廉校园”
主题书画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 通讯员 石靖一）近日，温溪
镇第二小学大队部组织“红苗”少年到社区开展“垃圾分
一分，环境美十分”新时代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垃圾分类请您支持！”“阿姨，您知道垃圾分类吗？这是
我们学校的垃圾分类宣传倡议书，如果不清楚的话，我来说
给您听听。”……温溪镇第二小学的“红苗”少年们走进居民
家中，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李玉兰带领党员志愿者通过图
文并茂的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给社区居民上了一堂生
动有趣的垃圾分类课。随后，根据刚刚学到的垃圾分类知
识，社区居民把手中各类垃圾置入相对应的垃圾桶中。

最有趣的要数“飞行棋”垃圾分类游戏，居民们投掷
骰子，根据骰子数字移动到指定位置，回答所处位置所示
垃圾的分类问题。“红苗”少年当游戏裁判，考查居民的垃
圾分类知识。

此次“红苗”行动不仅让绿色环保理念从校园进入社
区，也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植根到每位居民心中，实现
垃圾分类从小做起、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红苗”队员纷
纷表示，要为建设绿色、环保的新温溪贡献自己的力量。

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

温溪二小“红苗”行动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日前，县江南实验学校举行
书写过关比赛，以弘扬中国传统汉字文化，激发学生书写
汉字的兴趣，引导学生把汉字写得规范、整洁、美观，培养
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

本次活动一至六年级全体学生全员参与，以硬笔楷
体的形式参加比赛。比赛现场，选手们个个坐姿笔直端
正、执笔专注有力，或用铅笔，或用水笔或钢笔，用心书写
好每一个汉字。所写作品笔画流畅，横平竖直，结构匀
称，整体美观。

赛后，评委们对书写作品进行了细致批阅，经过认真
揣摩，综合评定出各年级的优秀作品。评选结束后，各班
级对优秀作品进行展览，让每一位学生去观摩学习，确保
了活动的延续性，持久性和实效性。

此次书写过关比赛，既陶冶了学生的情操，促进了学
生良好书写习惯的养成，又激发了同学们写好汉字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展现了学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助力了
书香校园的建设。

江南实验学校
举行书写过关比赛

6月18日，2022年丽水市幼儿体
育大会暨丽水市第二届幼儿足球表
演大赛青田赛区比赛在县华侨幼儿
园如期举行，我县共有3支代表队的
40多名幼儿在赛场上开展足球表演
竞技，享受体育乐趣。赛场上，小运
动员们颠球、带球、射门，精湛的技
能，熟练的技术，每次的精彩表现都
赢得全场掌声和欢呼声。

夏建微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 通讯员 朱
殷哲蕾）日前，青田县校长素养亮晒大
比武之校长执行力亮晒活动在县职业
技术学校举行，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正、
副校（园）长共 186 人，分 6 个考场参加
了亮晒。

本次亮晒以书面测试方式，晾晒校
长执行力。测试内容丰富，题型多样，
既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法律法
规，国家、省、市、县有关教育改革发展

的内容，又有校长专业标准、教育学、心
理学、管理学以及县教育局整理的应知
应会的内容。总的来说，就是考查校长
办学治校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多位“考生”表示，考试题目较为开
放灵活，死记硬背没有用，没有学习和
思考是考不好的，平时的学习很重要，
接下来还要继续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
己，为学校发展、青田教育高质量发展
贡献更大的力量。

据悉，今年初，县教育局决定开展
校长素养提升、美丽校园创建、“两个优
化”推进、食堂管理优化、“五项管理”落
实等学校发展五大行动亮晒大比武活
动。其中，校长素养提升包括亮晒校长
领导力和执行力。校长素养“亮晒”大
比武活动结果直接计入校长职级制能
效考核加分项。

青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一支
高素质的校长队伍。校长素养提升是校

长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几
年来，县教育局一直致力于校长队伍建
设，采取了多项举措。其中，实施校长职
级制，旨在促进校长专业化发展，同时也
推动校长的交流。而今年的校长素养提
升亮晒，目的是打造一支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高素质校长队伍，撬动学校
管理全面提升，让校长在“大比拼”中长
真本事，进一步提振精气神，全面推进青
田教育均衡、持续发展。

我县校长素养亮晒大比武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