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 通讯员 姚
永正）近日，良渚职高举办了第五届校
园美食节。今年的校园美食节新意多
多，学生们化身小“厨师”现场给大家烹
饪美食，销售自己制作的食品，场面火
爆。

据了解，在此次美食节中，学生们按
照所学专长现场烹饪美食，有的同学负
责招揽“顾客”，有的负责收钱，有的负责
下厨烹饪，分工明确，可与社会大型美食
节相媲美。

学校为了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弘
扬工匠精神，现场除了烧烤、西点甜品、
休闲食品等展区外，还邀校企合作企业

“法根食品”进驻美食节，为学生树立品
牌意识，提升实战销售技巧，也为校园美
食节充实美食内容。

17届烹饪1班学生毛鑫君说：“校园
美食节是我们一年一次的味觉盛宴，除
了可以品尝到美食，更重要的是参与到
美食制作与准备中来，增强了自己的动

手能力与创业意识，让我对自己所学的
专业充满信心。”

良渚职高副校长张光升表示：“良渚

职高美食节是一场以‘美食’为名的狂
欢。是一场融合了双创教育、技能比拼、
专业整合、校企合作、职业体验等诸多元

素的校园活动。校园美食节增强了同学
们的实践能力，营造了良好的创业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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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平 教育之窗

■ 校园新闻

临平街道召开“护校安园”
专项行动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林忠）近日，临平街
道中心学校召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参加
会议的有该中心学校垃圾分类工作小组成
员及辖区内各校、幼儿园分管垃圾分类工作
的校、园长。

会上，中心学校相关负责人总结了前阶
段中心学校及辖区各校园在垃圾分类方面
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初步成效，表扬了新
星、二幼、三幼等宣传有力、活动方式多样，
同时也指出了各校园存在的问题、困惑，要
求各校园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高站位、细
检查、突重点、亮特色；做到每日自查、每月
上报，强化信息报送；要善策划、善总结，确
保表扬不通报。

该校党委书记、校长沈健龙首先传达了
区、局等上级部门的指示精神，再次明确了
垃圾分类工作的概念、意义、目标及任务，他
要求各校园按照区教育局提出的“学校走在
全区前列、学生走在社会前列、家长走在公
众前列”的目标抓好这项工作，各校园要因
地制宜、抓紧落实，要分工明确打团体战，督
查落实注重整改，加强宣传培育特色，争创
特色示范。

会后，还开展了第一次垃圾分类工作校
园互查活动。

临平职高老师在市中职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摘金夺银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 通讯员 鲁

忠根）日前，2019年杭州市中等职业学
校（德育）学科教师教学能力大赛落幕，
临平职业高级中学参赛教师取得优异成
绩，徐丽杰的《以竹为媒 做竹文章——
发展职业生涯要善于把握机遇》在激烈
竞争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并且晋级
省赛；徐驰音的《鱼和熊掌的选择——职
业价值取向及其调整》获得二等奖。

在本课设计中，徐丽杰老师关注国

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及“乡村振
兴”等战略，选取区域经济发展中家乡特
产的代表性产品——竹，结合课题、案例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导学生通过
寻—赏—析—创—悟五个步骤，用发现
的眼光去寻找职业机遇，分析职业机遇，
感知职业机遇的价值。同时助力学生树
立创业创新创意“三创”意识，学生通过
理论结合实践，不仅关注家乡和区域经
济发展，更能够把自己的生涯目标和发

展融入到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为
家乡的经济发展作贡献，既实现了自己
的梦，同时又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好了铺
垫。

整个比赛，徐丽杰以先进的教学理
念、独特的选题、独具匠心的教学设计、
赏心悦目的多媒体课件和激情飞扬的现
场展示，层层递进，任务驱动，体现了学
生“做中学”、老师“做中教”的教育宗旨，
充分展示了她多年潜心钻研业务、提升

教学技能的教学水平和教学品质，赢得
了评委和同行的一致好评。

据悉，本届大赛由杭州市职成教教
研室主办，旨在提升德育课教师应用现
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和数字化资源的能
力，探索和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内容
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来自全市三十
余所职校的近20位经各校、区县层层选
拔出来的教学能手参加角逐，共评出一
等奖4人、二等奖7人、三等奖6人。

塘栖二中“楼红名师工作室”
送教新疆阿克苏

我们是运动会上的“垃圾分类”小达人塘栖一小开展
“民以食为天”项目式学习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近日，塘栖一
小全校师生以“民以食为天”为主题，进行
为期三周的项目式学习。

“种子发芽需要怎样的条件”“粮食的
生产需要经过怎样的劳动”“我们的粮食因
何起源”……25个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形
成了25个展示场馆。

围绕着“谷”和“仓”两个研究点，分化
成每个年级一个板块的研究内容，从低年
级的“关注身边”，到中年级的“着眼家国”，
再到高年级“放眼世界”；研究的跨度从古
到今，研究的深度从乡土情怀到家国命
运。展示现场，各年级同学手拿“研学册”，
有序地穿梭于各个场馆，进行“二次研学”，
在各个场馆中一一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
并把学习成果写在“研学册”上。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朱敬东
教授为本次活动作评语：项目学习，让有意
义的学习真实地在孩子身上发生。项目学
习带来了一小师生的改变是如此的清晰和
明显。项目学习，大有可为。

江苏江阴市政协考察组
到余高考察交流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近日，江苏省
江阴市政协副主席陈兴初一行 10人前往余
高考察交流。

考察组一行参观了教学楼、艺术楼、图
书馆、校史馆等场所，对学校优雅的校园环
境与优良的硬件设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校教科室副主任郑超详细介绍了学
校的教育信息化工作情况。考察组表示，余
高的教育信息化工作已经走在了前列，给了
他们许多借鉴与启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
机会进行学习与交流。

本报讯 （记者 王杨宁 通讯员 成
溪）近日，塘栖二中“楼红名师工作室”一
行六人在杜雪纲副校长的带领下，远赴新
疆阿克苏送教交流。

活动首站，工作室成员参与了阿克苏
四中的课改开放节，与当地教师同课异
构。乐赫兰老师将“言”放在语境中落实，
并深入探究“言”在塑造人物性格及表达
意蕴上的作用，把理解教材的方式教给学
生，巧妙执教《卖炭翁》。余伟彦老师通过
各种不同的障碍练习，让学生通过观察、
讨论、交流、实践，得出跑得快的方法，充
分调动了学生的自主性和热情，使他们在
快乐的氛围中学习了《田径——障碍
跑》。林国富老师则参与了《中国古典园
林欣赏》的模课，给即将参加阿克苏市优
质课评比的四中老师提出了中肯的建
议。此外，耿雁老师和虞海明老师先后作
了题为《基于情景构建的英语教学设计》
和《塘栖二中品牌人文社团建设几例》的
主题讲座，为阿克苏初中教师的专业发展
和社团指导提供了可借鉴的成熟经验。

与此同时，杜雪纲和虞海明还共同参
与了新疆各族少年与内地各族少年“书信
手拉手”活动暨阿克苏四中与塘栖二中学

生书信结对仪式。杜雪纲表示：通过“书
信手拉手”活动，杭阿两地学生之间的交
流将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爱国
热情，增进彼此间的了解。虞海明则带去

了塘栖二中60位学生的回信，和他们精心
编排、摄制的宣传视频，让阿克苏四中的
学生更好地了解了塘栖和塘栖二中，以及
与自己结对的好朋友。

除了阿克苏四中，工作室成员还先后
走访了阿克苏六中和依干其乡第一国语
小学。阿克苏六中和塘栖二中是结对学
校，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亲密互动和频繁互
访。此次两校领导和教师代表也分别就
德育、教育、科研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
交流。此外，杜雪纲还走进内初班教室，
为各族学生送上了殷切的期望和美好的
祝愿。

依干其乡第一国语小学和塘栖二中
则是因为去年浙江电视台“彩虹计划”公
益助学行动而结缘。半年来，塘栖二中为
依干其乡第一国语小学的学生社团提供
了大量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支持。而此次
塘栖二中代表到访，依干其乡的师生们也
特意准备了许多精彩的社团节目。未来，
两校还将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

据悉，塘栖二中在援疆工作中一直走
在全区前列。近年来，已接连有三位骨干
教师赴阿克苏支教，并多次接待阿克苏教
师的来访或挂职。而“楼红名师工作室”
也已先后六次派出代表赴阿克苏送教，扩
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面，对当地教育
质量的稳步提高贡献了一份力量。

本报讯（记者 张孝东 王杨宁）日
前，闲林中心小学在闲林校区举行了一
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运动会开幕式，除了常规的班级
方阵，部分学生还组成了一个“垃圾分
类”宣传方阵，同学们在入场时不仅手持
垃圾分类的宣传横幅，同时还呼喊各类
垃圾分类宣传标语，赢得了在场学生家
长的好评。

“垃圾分类就要从小抓起，让孩子从
小知道，地球是我们人类的母亲，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可以生存的
星球。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学生家长王
女士说道。

记者采访得知，在闲林中心小学，
“垃圾分类爱护环境”的校园文化可谓深
入人心，校园内不仅随处可见与垃圾分
类有关的宣传栏，还时不时举行“垃圾分
类”实践活动，师生们会走进社区，宣传
垃圾分类知识。闲林中心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长任磊向记者介绍，这不仅能增强
青少年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更能让

“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学
校近年来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促使学生
能够积极参与到实践垃圾分类的行动
中，并通过寓教于乐的活动形式，不断提
高他们自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成
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很多学生在活动前两天就着手准
备了，通过自己动手制作、仔细排练，相
信他们对垃圾分类一定会有更深刻的认
识。下一步，学校将动员全体师生一起
爱护环境，让保护环境、垃圾分类的意识
深入人心。”任磊说。

阿克苏学校师生欢迎“楼红名师工作室”一行人的到来

良渚职高第五届校园美食节“食”在火爆

临平三幼
开展老爸晨间助教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杨宁 通讯员 袁佳

君 杨艳青）近日，临平第三幼儿园开展了
“老爸晨间助教”活动。各个班级都邀请了
爸爸参与孩子们的晨间体育锻炼，和孩子们
一起游戏，一起运动。

活动中，爸爸们为了吸引孩子们，个个
都使出浑身解数。有的教孩子拍皮球，“双
脚打开，膝盖弯曲”；有的带着孩子花样玩呼
啦圈，“滚起来，转起来”；有的让孩子坐“人
形跳楼机”，“高了高了，降落了”……几十分
钟的晨间助教，爸爸们都非常投入，孩子们
也体验到了不同以往的晨间锻炼。

此次活动让忙于工作的爸爸们对孩子
在园的生活更加了解，也感受到了孩子对父
亲的需要。

塘栖成校党员参观
浙江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 通讯员 石平）

为铭记历史，追求烈士的光辉足迹，近日，塘
栖成校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到浙江省革命
历史纪念馆参观学习。

全体党员走进纪念馆，跟随讲解员学习
浙江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
新时期385位著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当
看到一位只有8周岁的温州小学生为救他人
而牺牲的事迹时，大家深受感动。

据悉，该校一直重视党员党性学习教
育，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教育党员提高党
性修养，在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省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赛
征文类总决赛在杭师大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王杨宁 通讯员 王胜
平）日前，由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大学生
科技竞赛委员会主办，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
工商大学承办的浙江省第六届大学生法律
职业能力竞赛征文类比赛决赛在杭州师范
大学举行。

本次征文类比赛经过网评，共有26所高
校，126支队伍进入现场答辩决赛。最终，经
过 80名专家网上评审和来自省内高校的 15
名专家现场评审，本科组共有21支队伍获得
一等奖，42支队伍获得二等奖，86支队伍获
得三等奖；研究生组共有 3支队伍获得一等
奖，9支队伍获得二等奖，19支队伍获得三等
奖；比赛还评选出了3个最佳组织奖。

运动会上的“垃圾分类”宣传方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