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由《发明与创新》杂志社、

中国发明协会中小学创造教育分会举

办的第 8 届校园发明创意大赛中，毕

节市七星关区北大附校斩获佳绩。

据了解， 比赛共收到参赛作品

3822件，覆盖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 400 余所中小学校。 毕节市七

星关区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初中部刘沿

束、郑晓冉同学的作品《智能环保机

器人》 成功入围并最终获得了全国

“金奖” ；初中部刘照东、田野同学的

作品《智慧生活园》，初中部张应东、

陈越同学的作品《智能家居系统》，高

中部李其霖同学的作品《智能喷水系

统》获得了全国“银奖” ；小学部薛冰

洋、 周靖然同学的作品 《公区展示

栏》，初中部黄盛永、戴沛昂同学的作

品《智慧城市—环保交通系统》，高中

部李济舟同学的作品《智能旋转阳光

楼阁》获得了全国“铜奖” 。 徐武力

日前， 北师大贵阳附中开展第四

届爱心义卖活动， 学校学生会组织部

和各班同学精心准备， 一共组织了 25

个义卖店铺，通过义卖活动,共筹集到

四千余元善款。目前，这些善款已全部

捐给贫困学生。

义卖当天，同学们创意十足，有的

摊位还设立了“未来信箱” ，以方便同

学们给未来的自己写下一封信。 有的

同学自己加工制作的文具十分搞怪有

趣。 还有的同学在自己的摊位处设计

了套圈游戏， 奖品都是同学们喜欢的

玩具或文具等。 义卖现场，还有同学专

门拍摄了老师或同学们的表情， 制作

成表情包卡贴进行销售， 受到不少同

学追捧。 当天的义卖销售十分火爆，有

卖物品的，也有卖小吃的，还有许多班

级组织了文艺表演，场面热闹非凡，充

满着同学们的欢声笑语。

本报记者 李雯文

日前，观山湖区小学语文工作

坊第三次线下研修活动在贵阳师

范学校附属实验小学展开，来自全

区的 50 多名工作坊老师参加活

动，当天共有五位老师展示分享了

优秀课例，现场老师们受益匪浅。

据了解，根据《贵州省“国培

计划（2018）” 和能力提升工程项

目实施方案》要求，按照观山湖区

小学语文工作坊制定的工作计划，

以“贵州地方教师培训精品课程资

源建设与应用研修” 为主题开展活

动，目前，观山湖区这一活动进行

到了第三阶段，即围绕重难点分析

突破、进行线下优秀课例的展示。

当天，第一节展示课是贵师实

小杨博老师的《胡萝卜先生的长胡

子》。 在课堂中，杨老师围绕着“预

测” 这一阅读策略展开教学，促进

学生积极主动思考， 在这过程中，

学生成为了阅读的参与者、发现者

和创造者。 接着是由北京师范大学

贵阳附属小学的莫莉老师带来六

年级的《夹竹桃》课程展示。 教学

中，莫老师让学生们通过阅读去体

会、感悟，教学效果水到渠成，拓展

延伸及时恰当，更好地升华了文章

主题。 随后，世纪城小学、远大小

学、中加国际学校的老师们分别展

示了自己的课例。

据悉，五节优秀课例全部经观

山湖区小学语文工作坊推优产生。

五名执教老师精心准备，分别从不

同的角度剖析课堂教学重难点，以

独特的方法将教与学完美结合。 课

后， 老师们纷纷表示收获很大，希

望以后能多组织这样的活动，促进

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

本报记者 李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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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贵阳市云岩区城中

心学区共同体第一届教师论坛暨

贵阳市实验小学第七届教师论坛

活动在贵阳市实验小学举行，来自

云岩区城中心学区各校师生代表，

围绕“新时代、新教育、新课堂” 主

题，以论坛形式进行了交流共享。

论坛上，贵阳市实验小学四年

级语文组、英语组，一年级语文组，

三年级数学组， 实验小学保利、贵

乌、云山分校，以及环西小学、枫丹

白露小学等学校的教师们，通过舞

蹈、快板、小品等形式展现新时代下

的教育新课堂。 别具一格的课堂氛

围赢得阵阵掌声。

活动现场，实验小学的师生、家

长将论坛现场变为《奇“TREE”说》

栏目,四年级语文组老师化身“奇

葩”辩手，就“课外活动会不会影响

学习” 这一辩题展开辩论。 双方辩

手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掀起一次又

一次高潮。 活动中,《小幼苗成长

记》、《数学“TREE” 事》、《6C+ 引

领 TREE 创未来》、《学区齐努力 -

个个放光彩》 等精彩课堂不断呈

现， 师生们共同献上了一场丰盛的

教学盛宴。 本报记者 谢孟航

1 月 14 日，南明区遵义路社区

及爱心企业前往贵阳爱心家园儿

童特殊教育康复中心，为 200 余位

自闭症儿童送去了五子棋、象棋等

益智物品，以及足球、排球、哑铃等

强身健体的爱心物资。

贵阳爱心家园是遵义路社区

的一所特殊学校， 学校自 2003 年

成立以来， 共服务过近 5000 名儿

童，其中，约 10%�的儿童经过学习

之后能够适应正常的教育环境，

100%�的儿童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

了提高。 此次公益活动由爱心企业

痘博士发起，旨在号召更多爱心人

士加入到帮助自闭症儿童及其家

人的行列，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来自

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据介绍，目前贵州省有 3.5 万

余名自闭症儿童，贵阳市约有 4000

人。 本报记者 谢孟航

为补齐乡村教育短板， 提高乡村

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贵州省近日出

台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基本补齐

乡村小规模学校（不足 100 人的村小

学和教学点）和乡镇（片区）寄宿制

学校存在的短板。

贵州将加快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达标建设， 为其配齐配

足教育教学功能教室和信息化、 音体

美设施设备和教学仪器、 图书等各项

设施设备，改善学生食堂、厕所等生活

卫生条件。乡镇（片区）寄宿制学校建

设方面，贵州将改善学生吃、住、学、乐

等基本条件，确保寄宿学生一人一床，

宿舍设置储物柜等设施， 浴室淋浴热

水供应正常运行， 安全饮用水设施满

足师生每日在校学习生活需要并定期

消毒、检查，厕所布局合理、采用水冲

式、洁净卫生且能满足师生使用需要。

贵州将进一步落实、完善乡村教师

工资待遇政策，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向

两类学校适当倾斜，健全中小学教师工

资长效联动机制。 同时，稳步扩大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实施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补助

标准，并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

别化补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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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3 日， 新年伊

始， 华音堂·贵阳晚报少儿合唱团

的 37位小团员们， 迎来了年终检

验：2018下半年期末考核。 当天正

好是中国传统的腊八节，“过了腊

八就是年” ，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的

汇报表演， 放声歌唱 《雪绒花》、

《大家来唱》、《送别》和《你知道

我的迷惘》四首所学曲目。

“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走到

人群拥挤的街头，是在抗议过分自

由，还是荒谬的地球……” 名叫杨

义苓的小团员第一个登台，大方地

介绍自己、礼貌地鞠躬、向评委和

家长们问好，这些行为给考官们留

下了很好印象。 而且演唱有音准，

节奏稳，演唱完毕，全场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

“雪绒花，雪绒花，清晨迎接

我开放，小而白，洁而亮，向我快乐

地摇晃……” 全团最小的团员赵

鑫源上台。 小小的双手拿着话筒，

用稚嫩的童声唱出 《雪绒花》，略

显吃力，就在记者以为她无法完成

后面的考核时，赵鑫源却从容地逐

项进行，正确率还很高。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爱好唱

歌，我演唱的歌曲叫《你知道我的

迷惘》，现在请老师弹琴为我们伴

奏。 ”接下来登台的刘尚阳和朱泺

凝颇有台风，还未歌唱，台下就响

起了赞许的掌声。

之后是双胞胎时间，扎羊角辫

的妹妹舒沐惠先登台，扎马尾的姐

姐舒沐恩随后登场。她们演唱的是

当天唱响次数最多的 《你知道我

的迷惘》，妹妹嗓音洪亮，姐姐歌

声温柔婉转，别有一番味道。

“学乐器的孩子，一般音准都

不错。 ” 对于小团员们当天的表

现，华音堂合唱团教学总监、中国

合唱协会理事、贵州民族大学音乐

舞蹈学院合唱指挥、副教授、主考

官张谦给出了不错的评价。

四岁半的李思妍当天是第 29

个登场，她涂着亮亮的口红，披着

长长的卷发，乖巧可爱的打扮一下

就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四个月前，

她第一次来上课， 面对陌生的环

境，一直不肯松开妈妈的手，妈妈

离开教室便大哭不止。

李思妍的妈妈告诉记者：“开

始那几天，我成了特殊团员，只能

在教室里陪着女儿上课，一陪就是

好几节。 现在她能独立上课了，回

家后还能快乐地歌唱，令我很是欣

慰。 ”

第 33个登场的田欣愉在考核

这天正好过五岁生日。对于这名孩

子， 主考官张谦青睐有加：“这个

孩子有天赋！节奏稳、音准对、音质

美， 上个期末考核成绩就非常

棒。 ”

汇报演出最后， 华音堂·贵阳

晚报少儿合唱团的小团员用优美

的合唱，向这学期辛勤教授他们歌

唱的老师，向陪伴他们一路走来的

亲友团致敬。

一名家长说， 孩子参加合唱

团以来， 学会了好多好听的歌曲，

还学会了识谱、 交到了好朋友、学

会了克服恐惧。 作为家长，他们也

学会了欣赏孩子的不完美，成了孩

子第一个忠实的粉丝。希望新的一

学期更加精彩。 本报记者 孙维娜

贵阳晚报少儿合唱团期末考核顺利完成———

小团员展身手 收获掌声与鼓励

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18 日起

至 2019年 2月 28日截止

报名方式：A、现场报名：贵阳华

音堂艺术学校（贵惠路财大第一教

学 楼 三 楼 ）；B、 电 话 报 名 ：

18185077611�

� � � � 招收对象： 喜爱歌唱的 5-15�

岁少年儿童

选拔时间：2019 年 3 月 3� 日

（周日），早上 9:30�开始

订座费：100 元（按时参加选拔

比赛后当场退回； 为确保参加选拔

人员的时间不被浪费）

选拔地址： 贵阳华音堂艺术学

校（贵惠路财大第一教学楼三楼）

选拔内容：A、 演唱任意一首歌

曲（无需伴奏，三分钟以内）；B、模

唱短小旋律

上课时间：每周日一次，每次两

节课，每次 120� 分钟，假期若有集

训加课，时间另行安排

课程设置：合唱、乐理、视唱练

耳

招收人数：80�人

录取方式： 由专家对考生进行

综合考评，择优录取

此合唱团为半公益团体， 每学

期仅需缴纳 960�元基础设施费（含

场地费、卫生费、水、电费等）

咨 询 电 话 ：0851-85666929、

18185077611

� � � �学校地址： 贵阳市南明区贵惠

路财大第一教学楼 3�楼

◎相关链接

新一期合唱团开始招生啦

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与英国文

化教育协会 15 日在京联合发布雅

思、普思考试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

表对接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英语语

言能力标准与国际考试接轨，中英在

教育领域的合作进入新阶段。

对接结果呈现了雅思、 普思考

试各技能和总成绩对应中国英语能

力等级量表相关等级的临界分数。

如：雅思听力得 5分，即达到中国英

语能力等级量表四级水平； 阅读得

5.5 分， 达到五级水平； 口语得 6

分，达到六级水平；总成绩得 8 分，

即达到八级水平等。

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于

涵表示， 雅思和普思考试与中国英

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对接研究工作顺

利完成，体现了量表的应用价值，树

立了语言测试与量表对接研究规

范， 有助于探讨不同地区英语学习

者语言学习规律与学习模式， 助力

“中国标准”走出去。

此次对接研究的英方学术负责

人、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测评研发中

心主任巴里·奥沙利文 （Barry�O’

Sullivan）表示，对接结果在多个

方面都将体现积极意义： 中国的教

育机构可根据学校和专业特点，参

考国际交流中对英语考试成绩的要

求， 参照对接结果和量表的具体能

力描述， 制定清晰的学生英语能力

培养目标，并改进教材、教学方法和

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考生通过参照

雅思、 普思考试成绩对应的听说读

写各项量表描述语， 可准确了解自

身优势与不足，确定英语学习目标；

招生或用人单位在招生或招聘员工

时可根据机构自身需求， 参照对接

结果及量表的能力描述确定希望学

生或员工达到的考试成绩要求，合

理选拔或评价人才。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是首个

面向中国学习者的英语能力标准，

于 2018年 2月由教育部、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 量表将

中国学习者的英语能力从低到高划

分为“基础、提高和熟练” 三个阶

段，共分九个等级。 据新华社

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与雅思普思考试对接结果发布———

我国英语能力标准与国际考试接轨

我省出台相关实施意见:

农村两类学校短板

2020年基本补齐

云岩城中心学区共同体 举办第一届教师论坛

观山湖小学语文工作坊 开展线下研修活动

学生爱心义卖

帮扶困难同学

自闭症儿童

收获爱心物资

北师大贵阳附中：

毕节市七星关区北大附校

全国校园发明大赛

斩获 1金 3银 3铜

合影

参加考核的小团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