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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莲都教育系统打造“现
代化教育示范地”的目标落实之年。新学
期，莲都区联城小学紧紧围绕教育部门提出
的方向持续发力，用实际行动擦亮“学在莲
都”的新名片贡献自己的力量，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

近年来，莲都区联城小学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

“联系生活，常扶促建；联通家校，合力共建；
共享资源，联创联建”的“三联”方式，不断增
强党支部建设，大力做好党员先锋示范作
用，将党建工作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推
进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进一步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

“三联”促建

打造党建品牌新格局

“小祺爸爸，趁你在家我过来跟你聊聊
小祺最近的学习情况……”开学第一天，党
员教师吴雪梅便开启了家访之路，在拨通小
祺家长的电话后，她冒雨来到小祺家中。吴
老师带的是六年级毕业班，她希望在最后一
个学期通过家校共育，进一步提升同学们的
综合素质。

当天下午，吴老师先后走访了 4个学生
家庭，全面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在家表现、
学习和生活习惯及家长期望，她与家长分享
学生的在校表现，一一与家长商定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办法，征求家长对学校办学、班
级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尽自己所能帮助每个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她说：“因为我带的两
个班 90多名学生中，很多都是留守儿童，而
且父母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计划用一个月
时间走完所有学生家庭，建立起更有效、更
温馨的家校合作桥梁。”

和吴老师一样，学校的党员教师还主动
与住校生一对一结对帮扶，利用业余时间走
进住校生寝室、与学生交谈，找准他们在学
习和生活上的困难，通过学习辅导、生活资
助等形式去感化他们、用温暖去体贴他们、
用知识去帮助他们。

生日对于孩子来说是个特别的纪念日，
但学校留守儿童多，很多学生往往缺少这一

份独特的仪式感。为了给这些学生一个难
忘的生日，提升孩子的幸福感，拉进学校、教
师与留守儿童的情感距离，学校的党员教师
精心策划集体生日会，为学生们送上生日祝
福。每当生日歌奏响时，孩子们都会情不自
禁地流下感动的泪水。一位叫陈芯竹的同
学说：“虽然爸爸妈妈不在我身边，但学校里
有老师爱我，有同学帮助我，我觉得自己很
幸福。”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们从寝室小家
入手，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既做学生的良师，
也做他们的益友，希望从精神上给予他们帮
助，用点滴善举温暖孩子的心灵。”党员教师
沈洁说。

党员活动室设立家庭教育咨询热线电
话，党员教师轮流值班倾听家长意见和诉
求；发挥微信、QQ（钉钉）等线上渠道，给予
家长清晰的教育指引；建立教师家访工作制

度，全面提升家校共育……多年来，莲都区
联城小学党支部高度重视家校共育工作，定
期研究工作推进情况，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明确家校共育路径和措施，凝聚学校和家庭
共建的合力，推动全校育人质量再上新台
阶。

此外，学校党支部还积极联动多方资
源，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不断
丰富党建活动，党建工作效果显著。例如每
年邀请辖区民警到校开展普法进校园，深入
社区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宣传等，党员教师
们还先后前往青田吴畲、云和小顺、天师楼
红军洞等地参观学习，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精
神养分，锤炼党性修养，锻造崇高品格。

“我们学校党支部通过联系生活、联通
家校、联创联建的‘三联’促建方式，有效打
造了全员全方位的党建品牌新格局，并真正
落实到学校的全面发展中。”学校的党支部
副书记吴晏说。

党建引领

绽放教育教学新芬芳

在党建工作的引领下，联城小学党支部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营造党员争先创
优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着力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
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其中，学
校以教师发展和工作问题需求为导向，开展
真正能为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服务的校本研
修活动。

“我们每次教研活动都提前做好准备工
作和后续管理，按照主题进行细化研修，分
年级制定研修计划和开展活动，并将成果展
示出来。”语文教研组组长谭晓青介绍，学校
的教研活动不仅深入细节、带动面广，大家
的参与度也很高。

除了主学科外，学校各学科均运用卷入
式研修方式开展系列教师研修活动。此外，
学校教务处积极引导各教研组从项目化教
学研究入手，推行了“三研两教两检测”教研
新模式，通过抽签决定上课教师，课后马上
进行课堂效果检测，钉钉直播与录播同步进
行，开展以学校教研组长为核心，以备课组
集体研讨为形式，以一线教师参与的听课和
评课的活动。

“通过这样的教育活动不仅能调动全
体教师参训积极性，让研训的内容得以内

化，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磨练了教师的科
研能力，提升了教师的专业技能。”学校的
教科室主任蒋毅璐深有感触，作为学校美
术老师的她通过一次次教研活动也在不断
成长。

作为一名党员，蒋毅璐在教育教学中充
分发挥了带头引领作用，为了提升个人专业
能力，她主动加入省级名师工作室，通过互
联网+义务教育支教遂昌县北界镇中心小学
一年多，并积极参加区级、市级公开课，不断
激励自己向优秀发展。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学校党员教师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通过传帮带，让年轻教师得以快速成
长。截至 2022 年 12 月，学校有丽水市教坛
新苗 4人，丽水市教坛新秀 15人，丽水市教
学能手 6人，丽水市学科带头人 3人，莲都区
学科带头人 4人，莲都区教学能手 14人，莲
都区教坛新秀 8人。

正是在党员教师的带动下，学校工作全

面开花，教学教研硕果累累。在“五育并举”
下，学校评为丽水市健康促进校银牌学校、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经过改造
后的操场焕然一新，体育成绩也十分突出，
先后获得 2022年丽水市大课间比赛一等奖、
2021学年莲都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乙组
团体总分第一名、2021年莲都区校园足球联
赛乙组女子足球第三名。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莲都区联城小
学的党建品牌在校园发展中书写了一篇又
一篇华章。

“一直以来，我们践行‘联系生活、联通
世界、联想未来’的办学理念，致力把学校打
造成‘书籍的海洋，成长的乐园’，坚持以党
建引领学校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科学规划推进‘五育并举’落深落实，把联小
的孩子培养成‘阳光大气’，‘知书达理’的新
时代好少年！”莲都区联城小学校长周爱红
说。

擦亮“三联”品牌 坚持“五育并举”
莲都区联城小学党建引领激发校园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陈革
非 周静雯 叶艳景）“哇！你看，那个

‘幸福鸟’飞得最高，最好看了！”在东
风的热情邀约下，缙云县紫薇小学的
操场上迎来了一群彩色的“客人”。牵
着“客人”的手，五年级的同学在操场
上洒下一片银铃般的笑声。

班主任陈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
陆续放开手中的风筝奔跑着、欢呼着，
风筝们也一个劲地飞向蓝天，“幸福
鸟”与“美人鱼”在天空不期而遇，“老
鹰”和“红太狼”一会儿赛跑一会儿比
身高，玩得不亦乐乎。

“糟糕！”两只风筝绕在一起了，一
个同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了出去紧
紧拽着线……不一会儿，一只只美丽
的风筝自由地徜徉在天空，形成一道
别样的风景。

同样，遂昌县三仁畲族乡中心小
学五年级的孩子们在课堂上制作好自
己的专属风筝后，也在操场上和风筝
来了一趟赛跑。

“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窗外忽传鹦鹉语，风筝吹落屋檐
西。”……在语文课上，学生们朗朗上
口地诵读着一首首关于风筝的古诗，
透过古人的眼光来认识风筝。语文老
师赖凤英说：“这就是五育并举的魅力
所在，把老师的传授，变成学生的探索
和分享。”

深入了解风筝后，就要动手制作
风筝。美术老师启发学生从大自然、
生活中寻找灵感；科学老师帮助孩子
们一起挑选制作风筝的材料，分享风
筝制作的方法；体育老师告诉孩子们

放风筝的技巧……
“在知风筝、画风筝、做风筝、放风

筝的活动中，各学科教师携手并进，实
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孩子们在实
践中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动手、动脑

能力。在风筝的牵引下，课堂搬到了
室外，学习空间不再局限于教室，学科
知识不再枯燥，这样，孩子们才能在丰
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乐享童年。”学校
校长蓝伟军介绍说。

教学生知风筝、画风筝、做风筝、放风筝

“五育并举”的春天，孩子们的天空五彩缤纷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刘金
燕 章媚）草长莺飞，爱心四溢。为了
践行雷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推进城
乡共同体发展，日前，莲都区大洋路小
学教育集团城西校区组织党员教师、
少先队代表、家委会代表到大洋路小
学教育集团仙渡校区开展“手拉手传
递温暖 心连心共助成长”学雷锋送教
暖心活动。

当城西校区的党员老师和家长代
表以及少先队员代表将“礼物”送到孩

子们手中的时候，活动现场洋溢着暖
暖的爱。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来仙渡校区
献爱心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
高兴，通过这次活动我和他们成为了
好朋友、好伙伴，以后我还会持续地帮
助他们，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争做
祖国的接班人。”城西校区少先队员代
表程泓钦同学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城西校区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
了这么多礼物，真的太开心啦，我们虽

然生活在农村，但是也很幸福。”仙渡
校区一名四年级的同学这样说。

据悉，本次捐赠的 60多份礼物均
是由城西校区少先队员爱心义卖所得
善款购买的书籍、文具、实用水杯等生
活用品。为了向城西校区的同学们表
达感谢，仙渡校区的孩子们还手写了
感谢信。

当天的学雷锋送教暖心活动中，
城西校区的沈韦伶、姚培亮、潘周晶
三位教师分别为仙渡校区的孩子们

带去了语文、数学、音乐三堂课。仙
渡校区校长曾海还带领少先队代表
和党员教师代表走进红色北乡革命
纪念馆，重温历史，牢记使命，传承红
色基因。

“我们开展此次名师送教和献爱
心活动，无疑是一次及时、有意义的帮
扶，这样的结对活动，我们今后也将持
续开展下去。”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
集团城西校区校长聂建芬说。

城乡师生手拉手 爱心送教学雷锋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张莹 王文）为宣传垃圾分类
的益处，日前，莲都区机关幼儿园教育集团玫瑰园联动社区开
展了“垃圾分类进社区”活动。

活动中，每个班开展了垃圾分类小课堂，老师们通过视
频、课件、垃圾分类小游戏等形式将垃圾分类的内容渗透到教
学活动中，让幼儿初步了解垃圾分类小常识和生活中垃圾分
类的作用，引导幼儿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

此外，孩子们还到社区捡垃圾，并把垃圾分类的宣传单发
给居民，向他们宣传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邀请他们一起为垃
圾分类奉献力量。

幼儿园多维度开展垃圾分类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李青 杜益杰）“拉响警报，切
断电源，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开始！”日前，在缙云县李阳冰学
校（小学），随着总指挥杜锦洪校长一声令下，警报声迅速响
起，消防演习拉开序幕。

警报铃声响起，教学楼中烟雾弥漫，各班老师迅速组织学
生用毛巾捂住口鼻，降低重心，弯腰前行，认真地参与到消防
撤退行动中，有序从安全通道进入操场，直到各年级段长报
告完本年级的全部人员安全有序撤离。

据了解，这是该校为师生们在新学期上的“安全第一课”。

新学期先上一场消防安全课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吴剑飞）日前，庆元县实验小
学开展了“巧手系鞋带，劳动促成长”学生劳动技能过关大赛。

三至六年级学生按照班级顺序，听到口令后立马开始系
鞋带。顿时，操场上火力全开，大家快速、熟练地系着自己的
鞋带。孩子们的小手灵活地在线绳之间缠绕、调整，流畅地
系出一个个美丽的蝴蝶结。

学校举办这样的比赛，旨在多种形式强化劳动教育，真
正做到让劳动教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系鞋带大比拼 让劳动促成长

■校园快讯

图为党员教师为留守学生精心策划的
集体生日。

图为学校的党员教师在党建活动中进
行入党宣誓。

图为学生们参加省级非遗课程“处州乱弹”展演。

3 月 5 日学雷锋日到来之前，近日，丽水市实验幼儿园教
育集团大洋园的小朋友走进市区老年公园拾捡地上的烟头和
垃圾，争当小雷锋。 通讯员 周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