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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近日袁象湖镇竹岗小学
开展了学生优秀书法作业
展袁 作品均选自一至六年级
每周一节的书法课作业遥

谢丽君

绎武阳镇国兴小学围绕
野千万学生同上一堂国家安
全教育课冶这一主题袁通过班
会尧集会尧讲座尧主题板报等
形式袁 组织开展了国家安全
主题教育活动遥 邹征柱

绎4月 9日袁市直属机关
幼儿园组织部分家长委员们
走进厨房观摩食品验收尧食
堂管理袁 观看体能大循环新
式早操等袁 了解幼儿们的一
日活动遥 王凌芳

绎近日袁市思源实验学校
开展了以野森林是我家袁防火
靠大家冶 为主题的班会教育
活动遥 班主任向同学们介绍
了森林火灾各类知识遥

刘明 杨璐

绎4月 4日袁 由市妇联尧
市教育科技体育局联合主
办袁 赣州市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承办的野心防工程冶暨野关
爱女生 呵护成长冶 心理健康
知识巡讲活动走进了市绵塘
小学遥 刘美娟

绎泽覃乡石水小学近日
举行了 野中华颂窑颂歌献给
党冶 为主题的红色经典诵读
比赛遥 各班代表选手以中华
红色经典诗文为主要内容袁

声情并茂地演绎诗人的爱国
情怀遥 梁小芳

绎4月 10日袁拔英卫生院
医生为幼儿园孩子们进行健
康体检袁为该园保育工作的开
展袁膳食的营养搭配提供了科
学依据遥 朱艳青

绎4月 8日袁赣南师范大
学吴笑臣教授和王学雄博士
来到瑞金二中袁看望顶岗实习
的 7位教师袁并在校长办公室
召开座谈会遥 黄昆 朱文梁

绎近日袁赣州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专家莅临井冈山小学袁
举行野关爱女生袁呵护成长冶公
益讲座活动袁用生动形象的视
频尧图片等资源袁向学生讲解
了青春期的身心特点尧生理卫
生等知识遥 廖丹丹

绎近日袁 叶坪乡松坪小学
举行野助学扶贫尧关爱春苗冶捐
款活动袁师生积极伸出援手袁献
出一份爱心遥 娄燕琴李慧娟

绎每月的第四个星期袁沙
洲坝八一希望学校全体教职工
都会召开野红都初心讲习所冶讲
习活动袁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遥 朱娜王健

绎近日袁九堡镇丰塘小学
积极开展野助学扶贫尧关爱春
苗冶捐款活动袁帮助贫困学生
渡过难关袁顺利完成学业遥

钟娟平

绎冈面乡竹园小学在中
低年级 开展了背诵乘法口
诀尧高年级笔算简便运算比赛
等一系列数学竞 赛活动袁进
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
兴趣遥 王利梅

银4月 8日袁 瑞林中心小学全体
师生齐聚操场袁举行了野珍爱生命尧预
防溺水冶宣誓签字仪式遥该校校长结合
溺水案例袁 向全体师生就防溺水教育
做了动员讲话遥接着袁全体师生进行了
防溺水宣誓遥最后袁全校 700多名师生
在横幅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遥

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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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13日在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经开区 E5-04-1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 详情查阅江西省土地使用
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袁 网址 院http://www.
jxgtzyjy.gov.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 4月 11日

魅力课堂不要求固定的模式袁 但针对具体的学科尧
内容尧课型和学情袁需要整合各种教学资源袁设计出具体尧
可操作尧有效的学习流程袁即一课一结构袁一课一流程遥

新课改提出了自主尧合作尧探究三种主要的学习方
式袁这也是魅力课堂学习流程设计需要重点体现的遥

野自主学习冶院在教师指导下袁学生野以教材为主源袁
以导学案为主线袁以找出问题和疑难为主攻冶袁独立自
主进行阅读思考袁动手动口动脑袁自主探究袁明确目标袁
解决基本问题袁找出难点和疑点遥

野合作探究冶院在教师指导下袁学生以不断解决问题
为主线袁通过合作探究尧疑难生成尧展示点拨袁合作解决
自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袁生成重点和共同的疑难点袁通过
教师精讲或展示点拨共同解决疑难问题遥

野反馈提升冶院通过测评拓展袁对学习目标进行回归
性评估袁并对知识进行迁移和提升遥

在整个学习流程设计中袁强调的都是学生的野学冶遥
根据学习任务和学习要求的不同袁学生的野学冶又分为
野自主探究式冶新知预习和野合作交流式冶发散学习遥 这
一切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力袁推
动学生思维的发展尧灵性的生长这一核心遥 魅力课堂不
仅是学习形式的改变袁 更是学习观念更新下对学生学
习的再认识遥 教材或知识不再是学习的单一目标袁它作
为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袁 更大程度上起着提升学生核心
素养载体的作用遥

在魅力课堂上袁师生的角色这样定位院只要站起来
面对全体学生袁你就是教师曰只要坐下来倾听袁你的视
角就是学生遥 在魅力课堂上袁时时学习尧处处学习袁不分
地点尧时间尧形式和对象遥

魅力课堂中学生的学习是创新学习袁 学习方式灵活
多变袁重在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袁突出学习的过程和实践遥

实践表明袁当学生的学习潜能被充分挖掘尧学生的
野思维发动机冶被激活自转时袁他们身上所激发出来的
巨大能量尧热情和智慧袁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遥 在这里袁学
习是一种生命旅途的探险袁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挑战袁是
一种知识建构的体验遥 李银华

中小学生“诗词大会”，等你来战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教科体局准备举办市 2019

年中小学生野诗词大会冶活动袁时间从 4月至 11月袁活
动对象为全市中小学生袁分小学组尧初中组尧高中组遥

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 有效发挥传
统文化陶冶情操尧涵养品德的作用袁促进传统文化进校
园袁有效提升师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袁教科体局筹
备举办此次活动遥分准备阶段和比赛阶段遥准备阶段从
4月至 9月袁各中小学校组织学生阅读省教育厅免费发
放的叶小学古诗文读本曳叶初中古诗文读本曳袁人教版小
学尧初中尧高中语文教材内的诗词篇目等遥

比赛阶段从 9月至 11月袁10月前袁 各学校进行初
赛袁初赛由各学校自行组织袁小学尧初中学校每校取前 3
名参加全市复赛遥高中组不再组织复赛遥10月中旬全市
统一进行小学尧初中组复赛袁选拔参加决赛队伍遥 高中
组以校为单位袁每校推荐 3名队员直接参加决赛遥
11月中旬进行决赛袁 分为团队追逐赛和冠军争夺赛两
个环节袁采取对句尧填字尧判断尧背诵尧选择尧看画猜诗
题尧飞花令等形式现场竞技遥

参赛队伍采用团队计分和个人积分制累计成绩遥
奖项设置袁按组别设团体冠尧亚尧季军袁设学生个人一尧
二尧三等奖和优秀奖袁设优秀指导教师奖遥

魅力课堂的学习流程设计

本报讯 渊王道东 钟爱
玲 记者 陈盛昌冤日前袁瑞
金三中无人智能微图书馆
已正式投入使用袁 学生们
课余纷纷借阅图书袁 成为
该校一道推进全民阅读的
野文化风景线冶遥

无人看管袁24 小时运
行袁 输入账号和书名自助
借书袁 整个过程不要 2分
钟就能完成噎噎这种互动
感强尧 科技感足的借阅方
式袁 有效突破了校园传统
图书室服务的时空限制袁
让学生与阅读 野零距离冶遥
三中引进的这款 野智能微
图书馆冶 设备因地制宜安
装在初中部教学楼一楼楼
道拐角处袁 占地面积不到
2平方米袁上下共 6层袁可
藏书 300余册遥 书柜外观
材料是坚固耐用的不锈
钢袁 柜子中间有一块中控
台电子显示屏袁 每个书格
都有编号袁输入学籍号尧选
书袁 格柜门自动弹开尧取
书遥还书更是方便快捷袁学
生们在电子显示屏上先点
击野还书冶选项袁然后再把
借阅的书籍封底上的
RFID电子标签在系统感应区刷一遍袁
书格柜门便自动弹开袁 最后将书籍放
入即可遥

更令人称道的是袁 家长可通过手
机下载一款 APP袁 便可如影随行地掌
握孩子的阅读情况袁 并且在留言区可
分享孩子的阅读心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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