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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本报讯 （通讯员张 涛 陈 帅 陈
佳娜 杨 哲）近日，南阳师范学院志愿者

走进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淅川县盛湾镇

镇直中心小学，举办“大手牵小手，环

保伴成长”系列环保志愿服务活动。通

过活动，让成长生活在库渠周边的孩子

们从小树立环保意识，养成环保习惯，

从身边小事做起，并影响带动家人，做

环境保护的践行者，使家园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家园更美丽，确保一江

清水送京津。

“南水北调工程是优化我国水资源

配置的重大举措，确保一渠清水送京津，

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学院相

关负责人号召广大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把

专业所长融入志愿服务，在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和国家重大工程中树立远大理

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

担当时代责任，提升专业技能、奉献意

识、家国情怀，做新时代的奋进者、开拓

者、奉献者。

在主会场，南阳师院环境科学与旅

游学院负责人向盛湾镇政府赠送了前期

制作的全镇遥感影像图；环保宣教志愿

者给孩子们上了一节生动有趣的环保公

开课，普及了环保知识；全体与会人员进

行了集体环保宣誓；环保志愿者们向小

学生发放了绿色布艺环保袋、文具袋及

书包，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环保，带动身边

的家人拒绝白色污染。此外，无人机航

测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还利用专业优

势，展示了无人机航拍作品——美丽的

家园，进行了农业植保无人机专业作业

及航模编队飞行表演等。最后，南阳师

范学院烨芳志愿者服务队进行了现场跳

绳表演，体育学院向盛湾镇镇直小学赠

送了跳绳。

据悉，南阳师范学院已在南水北调

库区周边多所小学开展了“大手牵小手，

环保伴成长”系列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和实际成效。在活

动开展过程中，党员志愿者们注重发挥

专业优势，通过将专业知识与志愿服务

活动有机融合，广泛传播志愿服务精神，

服务南水北调世纪大工程，配合学校转

型发展，锻炼专业技能，体验服务他人、

服务社会的快乐。这项活动将逐步拓展

到库区周边和干渠沿线的所有小学，形

成环保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让环保志

愿服务品牌更加响亮、社会影响更加深

远，使志愿服务精神进一步得到弘扬光

大。⑩6

南阳师范学院走进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开展环保宣传活动 做环境保护践行者

□张 媛

小学英语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一门必

修课，但由于英语这门学科自身的特殊

性，对很多学生来说英语学习都存在着

一定的困难。因此，分析其原因找出转

化对策是小学英语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

的问题。

分析原因。首先在学生方面，学生

是学习的主体，许多英语学习困难的学

生在学习英语时缺乏明确的学习动机。

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处于被动听课状态，

这样的学生通常听课效果很低。英语这

门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求学生通

过大量读写背来实现最后的运用交流，

而这些过程通常比较枯燥无味，对于意

志力薄弱缺乏毅力的学生来说很难做

到。再加上小学生年龄较小，对母语依

赖性大，学习起来存在一定难度。在学

习英语的过程中，很多人习惯在单词旁

边 用 汉 语 做 批 注 ，例 如“morning”注 音

“猫宁”……这样的批注非常不利于英语

的学习。其次在家庭方面，有的家长认

识不到英语的重要性，认为孩子太小，不

到学英语的时候，这样的态度势必会影

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的家长则由于

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及时督促指导

学 生 ，学 生 的 学 习 效 果 也 会 越 来 越 低

下。教师方面，一些教师在组织课堂教

学时不够用心，课堂纪律差，很难完成教

学任务；一些教师在设计教学环节时，没

有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导致有困

难的学生听不懂，难以接受。

转 化 对 策 。 1.加 强 学 习 目 的 的 教

育。和学生一起制订出可行的学习计

划，并督促孩子每天按照计划完成英语

学习任务；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有意识地进行学习目的的教育。2.多进

行心理疏导，培养学习信心。教师要平

时多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谈心，帮学生

找到学习困难的原因，耐心诱导，帮助学

生树立信心。3.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学习成功的重要

保障。小学英语课基本上每周四节，这

就要求学生要回家完成读书、背单词等

任务，养成每天读书、背单词的好习惯。

4.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教学设计。教师根

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精心做好教学设计。

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游戏、比赛等活动吸

引学生注意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

生“学在其中，乐在其中”。

综上所述，只有学生、教师、家长共

同努力才能做好学习困难学生的转化工

作，才能让学生变得对英语学习有信心、

感兴趣，才能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本文系 2018 年度南阳市基础教育

教学研究课题“小学生英语学习困难的

成因及对策的研究”的研究成果，立项编

号：2018222 ⑩6
（作者单位：南阳市第六十五小学校）

小学生英语学习困难成因及转化对策

□郭成杰

汉唐古典舞是以中国古代文明史中

最辉煌的汉唐精神和艺术气质为审美主

干，以汉唐为代表的乐舞文化传统和戏

曲舞蹈形式为支点而创建的中国古典舞

学派。汉唐古典舞在小学社团中的推

广，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汉唐文化的兴

趣，更有利于学生感受汉唐文化创新、自

由的精髓。

汉唐古典舞在小学社团活动中的推

广发展。首先，通过汉唐古典舞在小学

社团活动中的实践与研究，促进其推广

发展，并把社团活动内容与教育性和艺

术性相结合，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提高

学生学习汉唐古典舞的兴趣，使学生感

受汉唐文化的精髓。其次，通过汉唐古

典舞在小学社团活动中的实践与研究，

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使教师与学生共

同成长。

汉唐古典舞在小学社团活动中实

践与研究的价值。汉唐古典舞以中国

历史文化为根基，在舞蹈作品中创作出

了大量剧目，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时代风

格，蕴含着别具古典韵味的历史迹象，

呈现出的是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汉

唐古典舞舞姿大气、神形兼备，学生通

过汉唐古典舞的基础训练，提高了肌肉

协调能力、上肢的运动韵律、下肢的灵

活与力量等，大大增强肢体在进行舞蹈

表演时的运动幅度以及表现力。从传

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汉唐古典舞与其他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是紧密相连

的，是传统文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重要

体现。

汉唐古典舞在小学社团活动中实践

与研究的目标。坚持学生立场，放眼于

学生的长远发展，遵循学生身心特点，在

注重外部技术训练的同时，还要强调文

化心态、身体韵律的培养，形成“汉唐古

典舞在小学社团中的推广与发展”的理

论并得以实施，通过实践充分证明汉唐

古典舞对校园文化的推动。

汉唐古典舞在小学社团活动中实践

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表演中的步

伐、平衡、呼吸等技巧的掌握，以及对汉

唐文化精髓的理解。其创新点在于根据

学生年龄制订不同的教学方案，进而有

效推广。汉唐古典舞在小学社团活动中

实践与研究的方法主要有文献资料法、

实地调查法、分析研究法、实验对比法，

通过研究，探索出适合本校学生的推广

方案。在小学社团中对汉唐古典舞进行

推广发展，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小学生

中发扬传承。

本文系 2018 年度南阳市基础教育

教学研究课题“汉唐古典舞在小学社团

活动中的实践与研究”的研究成果，立项

编号：2018330 ⑩8
（作者单位：南阳市第六十五小学校）

汉唐古典舞在社团活动中的实践与研究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丙双 通讯员

杨文有）“有校长陪着孩子一起排队打

菜，同桌进餐，饭菜质量、卫生条件、进餐

环境校长每天亲自把关，我们太放心

了。”方城县厚德学校一位学生家长在学

校看到校长与学生们一起吃饭时，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根据相关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应建

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有学校

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

记录，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还应建立

家长陪餐制度。

方城县教体局要求全县有学生食

堂的学校要严格落实陪餐制度，每天安

排学校领导轮流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

陪餐记录并以中心学校为单位上报教

体局。同时要求校长在陪餐时，要把陪

学生就餐当成监督食品安全的机会，仔

细查看食堂是否落实有关制售禁令，查

看食品质量及制作加工、碗筷清洗消毒

是否符合卫生要求，督促学校职能部门

加强学生食堂全面管理，保证食品安

全，防止出现食品价高质次甚至是不安

全、不卫生的问题。

目前，方城县有学生在校就餐的

200 多所学校都严格落实“校长陪餐制

度”，教体局每天统计上报情况并及时公

示，“校长陪餐制度”实行以来，深受学生

家长好评。⑩6

方城县

落实陪餐制度 广受家长好评

本报讯 （记者孙 冰）为进一步深化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市十六小党支

部积极开展“关注特殊群体，争做党员先

锋”主题党日活动，并与全体党员教师一

起走进退休教师和部分贫困学生家中慰

问，慷慨解囊，为他们奉献一份爱心。

退休教师张学荣因患病卧床 21年，

病情时刻牵挂着党员们的心。党员志愿

者们在床前关切询问张学荣近期生活情

况，汇报学校发展计划，叮嘱老人有困难

要及时提，同时将慰问品送到他手上。

随后，党员志愿者还开展了病床护理、打

扫房间等志愿服务活动。

另一组党员志愿者则深入部分贫困

学生家中进行走访，送上慰问品，并与家

长、学生进行亲切交流，询问家庭情况、

成长状况，鼓励孩子树立自信、超越自

我、实现梦想。党员志愿者则根据学生

目前情况进行心理疏导、学业指导等志

愿服务活动。

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营造出志愿

服务浓厚氛围，弘扬了扶贫济困传统美

德，拓宽了党员发挥作用的路径，强化了

党员宗旨服务意识，增强了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大家纷纷表示，作为党

员志愿者，更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争

做践行志愿服务精神的模范先锋，打造

优质党员志愿服务品牌，为学校大发展

提供组织保障。⑩8

市十六小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关注特殊群体 争做党员先锋

本报讯 （记者孟新生）吹面杨柳风，

研学进行时。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市九中

组织学生开展“走进诸葛躬耕地、悦读南

阳卧龙岗”研学旅行活动。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武

侯祠前，学生们声情并茂、齐声朗诵《出

师表》。走进武侯祠，学生们在苍松翠柏

间和古朴碑刻上找寻诸葛先生当年的足

迹，充分感受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精神，学习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为

人处世格言。研学活动继承和发展了我

国传统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

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是市九中素质教育

的新内容和新方式。走进诸葛躬耕地，

悦读南阳卧龙岗，追思这样一位南阳本

土的千古圣贤，充分感受他的大智慧，传

承千百年来为人称颂的优秀品质和民族

精神。

忆古思今，研学活动更让学生们见

证和感受到南阳步入新时代的崛起和腾

飞。今年初，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

区建设项目被列入重点建设工程，在听

取工作人员的项目介绍后，学生们深感

振奋。纷纷表示，到武侯祠开展研学活

动，亲身感受到古今巨变，再次重温先贤

鞠躬尽瘁、用生命谱写民族赞歌的壮举，

这种精神力量也会变成好好学习的动

力，激励大家砥砺奋进、务实进取，为建

设大美南阳贡献自己的力量。⑩6

市九中

走进诸葛躬耕地 研学旅行增智慧

市二十二中

家长学校开讲座
本报讯 （记者孟新生）5月 22日，市二十二中举办家

长学校讲座，邀请教育专家详谈九年级学生家长如何与

孩子一道面对中招的问题。

市二十二中一贯重视家长学校工作。作为一种教育

形式，家长学校不仅有利于家庭教育的科学规范，形成良

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也有利于提升家长综合素质，有利于

家庭教育观念的更新。此外，家长学校更便于家长和教

师深度交流，利于形成家校合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在

本次家长学校公益活动中，市二十二中邀请国际家庭教

育行业协会认证讲师、艺博教育父母学院亲子讲师李瑞

主讲，李老师从陪伴、疏导、鼓励等方面与家长进行交流，

精彩的讲座不时赢得与会家长的阵阵掌声。不少家长表

示，讲座引导大家找到了教育孩子最简单最行之有效的

方法，受益匪浅。⑩6

新野县教体局

多措并举防溺水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邓进林 通讯员费增阳）新野县施

庵镇第二中心小学组织全校师生观看防溺水警示教育片

《让危险远离，让爱不溺》，加强对学生的防溺水教育。

进入 4月中下旬以来，新野县教体局多措并举，未雨

绸缪，在全县中小学校扎实开展溺水预防教育工作。教

体局与各乡镇中心校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要求各中小

学校利用班会、国旗下的讲话、学校广播、黑板报、LED电

子屏等多种形式，持续对中小学生开展防溺水知识教

育。县教体局还提请通过县电视台每天播出防溺水公益

提醒；各乡镇出动宣传车，制作宣传条幅，走村串户宣传

防溺水知识，在危险地段设置警示标语，使全县上下营造

了浓厚的防溺水氛围。⑩8

宛城区茶庵乡樊庄小学

养成教育见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陈夏梦）为助力学生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宛城区茶庵乡樊庄小学结合学生实际，积极组织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并进行学科德育渗透，编制“学生行

为习惯养成三字歌”，以习惯养成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学校组织各班定期开展“告别陋习，争创文明”、

“何为个性”、“传统文化与修身”、“文明习惯贵在养

成”等主题班会和教育活动，使学生认识到养成良好行

为习惯的重要性。同时，学校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督

促学生巩固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的能力，养成教育初见成效。学校还在实践中不断

总结经验，完善工作方法，为持续开展养成教育工作奠

定基础。⑩8

淅川县上集镇镇直小学

劳动实践快乐多
本报讯 （通讯员胡冠南）淅川县上集镇镇直小学致

力于打造全县劳动教育示范基地，将立德树人融入实践

教育，给学生提供自主管理的平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使师生更深刻理解了德育

教育的内涵。

上集镇镇直小学地处淅川县城乡接合部，学校高标

准建设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共有责任田 18块 10余亩。根

据“人人参与劳动，个个得到锻炼”原则，学校三至六年级

每个班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责任田”，学生成为基地的

主人，积极参与种植、浇水、施肥、除草、治虫、收获等各种

劳动实践，并写好观察日记和心得体会，收获的农作物送

到学校营养餐厅，师生共享劳动成果。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为师生创设了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平台，成为师生开心

学习的乐园。⑩6

西峡县城区莲花小学

家校携手共育人
本报讯 （通讯员张 勇）为加强家校沟通，取得家校

共同育人的目的，西峡县城区莲花小学举办了一次别开

生面的六年级家长交流会。主要内容是学校包级负责

人、六年级全体任课教师与家长沟通交流最近孩子们的

学习情况，为期末考试做好准备工作。

家长会按照语数英的学科顺序展开，各科分别选定

优秀教师向家长介绍教育经验、分享阅读在教学中的重

要性等，六年级级部主任总结指出了学生们在校学习生

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要求老师和家长

共同努力，计划好每一天，控制好每一天，无悔于每一

天。并希望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能多关注孩子，陪伴关心

孩子。随后，家长回到孩子所在的班级，与班主任和任课

老师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交流。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会

配合老师，共同承担起教育孩子的重任。⑩6

内乡县瓦亭镇石营小学

赛课活动促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杨铁柱）内乡县瓦亭镇石营小学举

行青年教师赛课活动，邀请省名校长、内乡县第四小学校

长王军晓，国家级优质课获奖者吴景殿等名师到校听课

评课，指导交流教学工作，力促质量提升。全镇语文数学

教师共同聆听了名师们的教育教学讲座。

赛课后，两位专家首先给赛课教师的教学进行了中

肯评点和指导，对照课标，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和宝贵建

议。在专题报告会上，王校长阐述了数学简约教学的观

点理念及课堂实施策略；吴景殿老师做了《学习·实践·迁

移》的语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引用名家教学实例，强调

群文阅读，针对当前语文教学的误区，进行了精辟的分

析，不断答疑解惑。整个活动促进了全镇教师专业素养

的提升。⑩6

教坛论苑

教育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