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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源里第四小学举办 2018 文化节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日
前，新源里第四小学举办了 2018
文化节。本次文化节以“成长 绽
放 传承”为主题，梳理了新源里
第四小学 3个朝花艺术团 20年
来的历史，从创立初衷到发展历
程，从阶段成果到特色传承，都

在本次文化节的舞台上展现得
淋漓尽致。
“成长篇”中，“幸福贝贝”管
乐团倾情演奏：气势磅礴的《山
顶探索》、《拿波里舞曲》、柔美动
听的《天空之城》、《彩云追月》、
热血沸腾的《凯旋进行曲》、《快

乐进行曲》；俏皮可爱的《星光恰
恰恰》、《铃儿响叮当》，展示着管
乐团不断壮大的队伍以及日益精
湛的技术。
“绽放篇”中，“幸福贝贝”拉
丁舞社团的师生在坚守中创新，
带来了原创拉丁舞剧《疯狂动物

近日，学而思网
校正式发布“1+X”大科学课程体
系，继续探索素养教育。
据了解，学而思网校大科学
课程体系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卡
尔·威曼教授担任高级教研员，北
京大学化学学院共同参与研发。
此次推出的“1+X”教学模式，
“1”
指“学科基本功”，课程围绕教育

部课标设立，通过全新的实验教
学方式，帮助学生高效掌握科学
基础知识，全面提升实验动手能
力。“X”则代表“科学素养课”，包
括“批判性思维训练”、
“论文写作
辅导”、“科学阅读拓展”和“动手
技能提升”等在内的四门综合课
程。科学素养课程将根据世界前
沿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的调整不断

升级，因此用“x”代表无限拓展
的空间。
据介绍，在大科学实验课程
中，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的教授也
将亲自授课。同时，北大化学学院
的实验室也将向学而思网校定时
开放，让更多学生有机会走进北
大实验室，现场和北大教授学习
做实验及完成课题。 （徐虹）

“51Talk 之星”北京半决选落幕
北京晨报讯 近日，
“51Talk
之星”全国英语小达人秀北京半
决选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经
过激烈角逐，来自吉林长春的
齐思涵和来自陕西西安的胡舒
窈，凭借自信的表现和稳定的
发挥，分别获得了小高组和小
低组的冠军。
51Talk创始人兼 CEO黄佳

佳致辞时称：“51Talk的企业愿
景是让更多的孩子有能力对话世
界。本次‘51Talk之星’全国英语
小达人秀，以‘中华文化传世界’
为主题，为小学员们搭建了一个
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舞
台。通过活动，孩子们不仅可以检
验自身的学习成果，提升英语口
语应用能力，还可拓宽国际视野。

同时，我们鼓励每一位学员在了
解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进行自信的英语表达。”
据悉，“51Talk之星”全国英
语小达人秀迄今已成功举办两
季。目前，半决选已经全部结束，
全国三个区域的 6位晋级小选手
将与微博投票复活的 4位小选手
一起入围决赛。
（徐虹）

青云店镇中心幼儿园举办教师培训
北京晨报讯 近日，北京商鲲
教育控股集团兼职资深职业素养
讲师董江红为大兴区青云店镇中
心幼儿园及全镇幼儿教师进行专
题讲座，主题为“积极心态成就幸
福幼儿教师”。
青云镇中心幼儿园教科研副
主任陈晓丹介绍，本镇幼儿园青
年教师比较多，为缓解职业压力，

提升职业素养，所以为教师们举
办这样一个讲座。
“教师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的主力军和推动者，健康的心理
和阳光的心态对于教师极其重
要，其价值远远超越了知识本
身。”讲座中，董江红老师从“教师
定位；如何培养积极心态；教师的
三种心态；如何成功做幸福教师”

五个方面，以风趣的语言和生动
的例子，阐述塑造教师阳光心态
的重要意义，让教师具有阳光心
态，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
青云店镇中心幼儿园副园长
王秋利表示，这次讲座对教师尤
其是青年教师的进步成长大有裨
益。今后，青云店镇中心幼儿园还
将开展类似的培训。 （王平）

明远书院小学举办美育教育成果展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刚）日
前，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实验小学
举办了基础美育教育成果展览。
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实验小学与中
央美术学院“高参小”项目协作四
年来，依托中央美术学院专业优
优质资源，针对明远教育书院实
验小学办学特点、校园文化、德育
要求等有针对性地开展基础美术
教学改革及小学生艺术素养，提

升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主要分为
“社团活动”、
“创意美术”和“校本
课程”三大板块，取得了良好成效。
举行美育教学成果展，在于
为广大师生搭建一个展示自我的
平台，丰富学生的艺术文化生活，
陶冶师生情操，展示学生风采，培
养学生感受美、发现美、欣赏美、创
造美的能力。希望通过本次美育成
果画展，能充分展示我校艺术教育

了一场传统文化的视听盛宴。
在活动的最后，教师旗袍社
团将“传承中华文明，注重礼仪规
范”融入校园文化，在舞台上呈现
了师生合作旗袍秀《旗袍风韵》，
老师们以良好的个人作风带动校
风，赢得了阵阵掌声。

亲子音乐会颠覆“
独角戏”

学而思网校首发大科学课程
北京晨报讯

城》，每一个舞蹈动作、每一段音
乐、每一句旁白都凝结着智慧与
汗水。
“传承篇”中，《报灯名》、《卖
水》、《三家店》、《智取威虎山》等剧
目，
“小梨园”京剧社的成员们生旦
净丑悉数登场，为全校师生送来

的成果和师生积极向上精神风貌。
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实验小学
坚持遵循“传承、发展、创新”的基
本思路，秉承顾明远先生的教育
思想和明远教育书院的办学主
张，梳理构建了“明远教育”文化
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艺
术、体育，全面育人”的信念，按着
“关爱 发展 让生命精彩”的学校
发展思路。

北京晨报讯 日前，来自
美国的音卓钢琴与“钢琴鬼
才”V.K克携手打造了一场
非同寻常的亲子互动音乐
会。别出心裁的“浸入式”互
动环节、V.K克的个人魅力，
以及琴童们的精彩表演，点
燃了台上台下的大朋友、小
朋友的热情。
据悉，音卓钢琴来自美
国，是国际音乐出版品牌
Alfred在中国唯一成立的音
乐中心，专注于 2至 14岁儿
童的钢琴教育。音卓创始人

孙笑飞提出“快乐钢琴”的教
学理念，并为中国孩子量身
打造了一套“GLEE”快乐钢
琴教学法。所谓“GLEE教学
法”，即游戏式体验教学法、
母语教学、立体教学法、五步
教学法的简称，主张将枯燥
的乐理学习变成好听、好玩
的音乐，通过个性化教学以
及合理拆分学习难点，保护
孩子的兴趣，建立自信心。近
日，音卓钢琴已在蓝色港湾
开设了北京首家音乐中心。
（徐虹）

北理工附中通州校区高科技实验室落成
北京晨报讯 日前，北京
理工附中通州校区“旭辉未来
城市实验室”揭牌，正式落成
并投入使用。
学校的学生表示，对旭辉
未来城市实验室怀有浓厚的
学习和探索兴趣。他们对于实
验室内设备的应用发表了自
己的独到见解，并谈及如何在
高中三年充分利用实验室达
成与自己理想的链接。

北京理工附中通州校区
一直在科技、艺术、体育等特
色教育领域积极探索，不断地
引领学生开展 STEM科技教
育实践。学校已被授牌为“中
国 STEM教 育 协 作 联 盟
-STEM实验学校”。此实验
室是通州区首家 A-STEM
教室，将促进通州区科技教育
的发展，对周边区域科技教育
发展起到辐射作用。 （王平）

垂杨柳中心小学
举办“
剧润童心”专场演出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丰伟

近日，垂杨柳中心小学“阳
光下的绽放第八届‘剧润童
心’专场演出”在北京隆福剧
场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届演出，垂
杨柳中心小学携手北京儿
艺，共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视听盛宴。活动由上下午两
场演出组成，上午场的演出
由剧社的老队员承担，他们
自信、精彩的舞台呈现，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下午场
的演出，小团员们都是仅参
加了三个月培训的新队员，
他们在舞台上自由释放天
宏）

性，给场下的观众带来了无
限的欢乐。
据介绍，垂杨柳中心小
学教育戏剧自 2010年开展
以来，历经八年不断发展，剧
社以教育戏剧的育人价值为
核心，紧贴学生生活，一方面
通过师生瞄准校园的生活自
主创作剧目，演绎身边的故
事，反映学科特色活动、家校
共育活动、班级教育活动；另
一方面通过重温经典、再现
经典，引领学生回归经典，把
优秀的经典文化传递给学
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打牢基础。

小学生体验功能游戏

朝阳区举行传统文化吟诵展演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丰伟宏）

近日，朝阳区第三届校内外吟诵
专场展演在北京市润丰学校举
办。来自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香河园少年之家、北京市润丰学
校、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北
京市定辛庄小学、北京史家七条
小学以及未来博雅书院等校内外

单位的共 500余名学生参与了
此次吟诵展示。
据了解，吟诵专场展示的主
题共分为“仁爱、忠义、礼和、睿
智、诚信”五个篇章，诗篇包括《诗
经·小雅·采薇》、《孝经》、《论语》
和《橘颂》等不同文体的经典古诗
词，通过吟、唱、舞、演、弹等多种

艺术融合的形式进行展示，探索
吟诵艺术多元化。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为朝
阳区校内外吟诵教师和学生搭建
了交流展示的平台，让更多的朝
阳中小学生们在展示吟诵风采的
同时，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得以
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北 京 晨 报 讯 近日，由
PlayStation中国主办、索尼
KOOV及索尼探梦科技馆协
办的“六一”儿童节公益活动
中，来自朝阳区枣营小学的同
学们与“功能游戏”亲密接触，
体验到了科技的魅力。
据介绍，功能游戏是一
种基于 VR、体感等多元化游
戏形式，类似《舞力全开》等

舞蹈类游戏，能够激发青少
年学习舞蹈的兴趣和自我表
现的欲望。而索尼 KOOV可
编程教育机器人则促使小朋
友们在重复编程试错的过程
中，边玩边学习新的知识，挑
战新的问题，激发更多创意，
同时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核
心能力。
（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