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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平 教育之窗

育才实验小学开展
青年教师成长联盟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 通讯员 李庆海）

近日，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余杭区
育才实验小学举行了本学期第一次青年教师
成长联盟活动，近90名教龄在5年之内的青年
教师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的开讲嘉宾是余杭区名教师姜
晓燕老师，她演讲的主题是《我是这样写论文
的》。姜老师从她个人专业成长的各个阶段与
论文写作的故事，生动阐述了她从一个普通教
师成长为区名师的经历，满满的正能量让在场
的青年教师钦佩不已。

据悉，育才实验小学青年教师成长联盟活
动每个月举行一次，演讲嘉宾或是校外聘请的
名师，或是联盟内部的脱颖而出者，他们用故
事唤醒故事，用深情打动深情，用智慧启发智
慧，让青年教师在科研氛围中迅速成长。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我区推出10条研学旅行线路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据了解，这
10条路线分别为良渚博物院、良渚遗址公
园“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研学行；“小
镇探秘——梦想小镇、艺尚小镇、梦栖小
镇”研学行（含 3条研学旅行线路）；西溪
湿地（洪园）“生态与民俗”研学行；长乐青
少年综合性素质教育基地“国防教育”研

学行、“素质与拓展”研学行、“劳动体验”
研学行（含 3条研学旅行线路）；余杭抗战
纪念馆、余杭区共青团历史纪念馆“缅怀
与传承”研学行；余杭博物馆、塘栖古镇、
超山“运河文化”研学行。

据了解，今后，我区各校中小学生在
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时都可前往上述十个

目的地。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旨在培养学生的

生活技能、集体观念、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是实现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
的有效育人途径。余杭区教育局会同区
文旅局等部门，积极探索，特别推出这 10
条适合我区学生开展研学旅行的精品主

题线路，研发出一批区域特色鲜明、教育
成效显著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逐步形成
中小学生广泛参与、活动品质持续提升、
文化氛围健康向上的余杭区域研学旅行
发展体系。

点亮余杭绿色未来
全区各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植树节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 杨荣）阳春三
月，花香四溢，这是一个属于花的季节，是属
于全体女同胞的节日。为庆祝第 109个国
际“三八妇女节”，全区各个学校都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

临平五中：
女教师学习礼仪，塑造女教职工美好形

象；“颈”添花，用“魅力丝巾”扮靓自己；品味
奥斯卡电影金棕榈奖《小偷家族》的魅力，享
受静逸时光。

实验小学：
在老师讲解下，学校的女性教师围坐在

一起学习制作口红。随着烧杯中的混合物
开始变色、融合，最终变成了不同色号的口
红。

城东中学：
教育工会、妇委会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插

花活动。在花艺师的指导下，大家认真愉快
地展示自己的审美艺术，装点自己的花篮。

南湖幼儿园：
学校邀请了花艺专家向教职工们传授

基本的家居插花技巧。跟着老师的节奏，女
教师们一步步创作出自己的作品。各班级
也开展了感恩活动，孩子们亲手做礼物送给
妈妈。

临平街道中心幼儿园：
在老师的指导下，屯里、顺达园区的孩

子们通过画画、剪剪、贴贴，做出一个个漂亮
的花环。孩子们还用心制作美丽的相框、花
环、贺卡，送给妈妈和老师。

杭州绿城育华翡翠城学校：
吃着餐厅准备的热腾腾的早餐，女教师

们心里暖暖的。男教师则身着正装，列队向
女教师致以问候和祝福，还赠送精心制作的
节日贺卡。在花艺师的指导下，女教师们创
作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作品。

临平三幼：
本部的女教师开展了登山踏青活动，展

现自我；清禾园区的女教师迎着微风，一路
毅行；景山园区的女教师巧手做寿司；朝阳
园区和西安园区的女教师则化身成浪漫的
甜品大师，制作美味甜品。

临平三小：
女教师们先是抽取了“幸运红包”，接下

来在美术教室里利用五彩麻绳、蕾丝、热熔
胶等，将废旧瓶子进行装饰，并置换成绿
植。最后，每位女教师还能领取美丽小礼物
一份。

崇贤一幼：
学校特邀知名花艺师为大家开展插花

培训。女教师们根据自己的喜欢，放松心
情，品味艺术，展示各自的心灵手巧。

中泰中心幼儿园：
学校让孩子们与家人换个角色，帮助女

性长辈做力所能及的事；制作“妈妈故事”图
书，让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好妈妈”。

社区学院：
学校领导为女教师送上鲜花。送完学

生之后，大家围坐在一起编织精美的手链，

品尝下午茶。另外，还邀请专业人员为大家
进行妆面示范、服装搭配等。

新星幼儿园：
小朋友们用自己暖心的行动，向家里的

女性长辈送上了爱的节日祝福，有的还做了
福利券、为妈妈洗脚、制作爱的相框。其他
各个园区也开展了充满爱的“三八妇女节”
活动。

东湖街道中心幼儿园：
学校组织女教职工插花活动。在花艺

师的指导下，尝试各种构思、修剪、造型，完
成一件件独具匠心的插花作品。

乔司杭海路小学：
学校开展了“花香沁人”“软糯香甜”“丝

丝蜜意”三大主题活动，丰富教师的课余生
活，增进情感联系，为老师们带来了满满的
幸福感。

闲林中学：
校领导将鲜花送到女教职工手里，表达

问候与祝福。同时激励女教职工，不断超越
自我，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贡献自己
的青春与热血。

太炎中学：
学校为每位女教师送上一张精美的贺

卡；组织女教师观看喜爱的电影；每位女教
师上传一张“幸福”照，秀甜蜜；开展座谈会，
交流工作生活中的点滴快乐。

塘栖一幼：
开展摄水乡影、制手工花、护雏鸡蛋亲

子互动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妈妈的爱，体会
妈妈的辛苦，并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向妈妈表
达感恩之情。

星桥二小：
学校邀请专业讲师为女教师们讲授口

红的相关知识，随后女教师们自己动手制作
口红，在成品展示与试用过程中体会成功的
喜悦、动手的快乐。

星桥一小：
老师们从认识芳香精油，再到亲自制作

一支纯天然精油口红，送给热爱生活的自己
一份独特的女神节礼物。学校还准备了一
席精致而美味的自助大餐。

临平二幼：
临平二幼全体教职工用绿植、手工作品

和废旧物品，为大家创设舒心的环境。横塘
园区中班组让孩子们“做一天大肚妈妈”，并
结合本园美术特色，开展了“三月的‘猪’福”
活动。

临平一中

“绿色宝藏”·校园探秘记

临平一中的植树节活动主要分成
“校园果树认领”和“一中学农实践基地
实践”两部分。

活动当天，学生们拿着认领牌，开
始了校园寻宝之旅。同学们对果树如
数家珍，“这颗樱桃树蜜蜂多，果子也会
结得多”“金桔树好，全年都会结果”“食
堂后面那颗枇杷树最好，果子结得最
多”……说笑间，同学们都把树牌挂在
了心仪的树上。挂牌后，后勤老师给同
学们简单地讲解了各种果树的护养知
识。

在学农基地，后勤老师介绍了蔬菜
的种类，让学生们认识了各种蔬菜、了
解了各种蔬菜的成熟时间。同学们还
自发捡起了地里的垃圾，一起守护基地
整洁环境。

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

沃土开新历 勤耕育英才

杭州学军中学首届春耕文化节在
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举行。活动中，学
生代表与大家分享了对春耕文化的认
识，特邀浙江大学原鑫博士结合学农的
意义，为大家展现了专家视野下的春耕
文化。海创少年现场表演了武术、乐
器、吟诵等精彩节目。

校领导和嘉宾及三校区优秀学生
代表共同种下了传承学军优良文化的
白玉兰树，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同学们
也纷纷拿起锄头，在学军海创的校园里
种下一片希望的银杏林。

“今天我们在学军海创园学校举行
首届春耕文化节，既是对传统春耕文化
的回应，更是春耕精神内涵在当代的提
炼创新。”校长陈萍说。

仁和中学
创绿色校园 种绿色梦想

仁和中学初三学生开展“创绿色校
园，种绿色梦想”活动，将环保知识与劳
动实践相结合。

同学们个个热情高涨，拿起铁锹、
锄头、水桶等工具，深入了解种植一棵
树木的不容易，体会环保的重要性，不
少同学拾捡地上的塑料垃圾，展现了仁
中学子的良好风貌。

不少家长代表和教师也参与其中，
为孩子的“梦想树”增添力量，不仅增加
了家校沟通，也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同学们走出课
堂，自己动手体会植树节的意义。同
时，也表现出互帮互助的可贵精神，增
强了团队合作意识与爱校护校的责任
感与使命感。

临平三小
美化校园 爱绿护绿

为了帮助孩子们了解植树节的由
来，让孩子们体验绿色、环保，临平三小
开展了主题为“美化校园我行动、爱绿
护绿我能行”的植树节教育活动。

学校各中队纷纷开展植树节主题
班会课，让孩子们了解植树节的由来，
知道爱绿、护绿，从自身做起，保护环
境。

另外，由学校大队部牵头，各中队
组建了一支环保小分队，进行了“垃圾
不落地，校园更美丽”的清扫活动，队员
们不仅清理了校园周边的花坛、场地卫
生，还擦亮了小红车。

通过此次植树节活动，大家充分认
识到一年之计在于春，也充分感受到了
爱绿护绿、保护环境这一份责任，

乾元小学
传承农耕文化 坚持护绿

植树节前夕，乾元小学积极响应区
滴水公益树木认养活动号召，发动同学
认养树木，参与到植物种植实践体验中去。

植树节当天，学校为每位学生分发
了种子，在教师带领下亲手栽下。学校
还特地邀请了两位农林老师，教学生制
作生态蚯蚓堆肥箱，不仅调动了学生们
的兴趣，还传授了如何培育土壤以及处
理厨余垃圾的方法。

“耕读”是乾元小学的特色，农耕实
践活动还将延续，校园的护绿行动更是
一直在路上。据了解，学校在教学楼的
围栏上安装了无土栽培管，通过这样新
颖高科技的栽培方式，将“科技”与“传
统”相融。

临平街道中心幼儿园
增添绿色 争做环保小卫士

结合环保创绿，乾元和星火园区开
展了植树护树活动。

孩子们从家里带来各种绿色小盆
栽，为幼儿园增添一抹绿，还有的孩子
收集了废旧泡沫箱、旧鞋子、旧轮胎等，
动手制作“植物们的家”。为了让植物
们健康成长，孩子们又自己动手制作保
护牌，保护幼儿园的大树和植物。

除了播种绿色，孩子们还在乾元园
内的各个角落，摆放了宣传环保知识的
手工制作，让绿色环保的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

仓前中心幼儿园
播下绿色种子 让生命常新

仓前中心幼儿园团员教师以“变废
为宝，提倡绿色”为主题，利用身边的物
品，进行了一场变废为宝的环保制作活
动。

老师将制作的变废为宝物品进行
义卖，不定价格，作为“小树苗”基金的
采买经费。每一位为小树苗基金献出
爱心的小朋友，可以自选一份“礼物”，
或留下一句鼓励大家一起参与环保行
动的话。

家长非常认同此次活动的理念，对
此非常支持，并表示会在日常生活中继
续培养幼儿的环保理念，与孩子一起进
行类似的绿色制作活动。

近日，区教育局联合区文旅局等10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余杭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根据区域特色、学生年龄特点和各学科教学内容需要，拟推
出10条余杭区域研学旅行产品（线路）。

临平一中爱绿护绿活动

学军中学首届春耕文化节 乾元小学传承农耕文化

芳华似歌 优雅如你
各校“三八妇女节”活动创意多

城东中学“三八妇女节”插花活动

杭海路小学开展三大主题活动

3月12日是植树节，为了让学生从小树立“种下一棵树，洒下一片绿”的信念，也为了让学生通过各种各样
的活动感受植树节的重要，增强环保意识，我区各校开展了植树节系列活动。

记者 王杨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