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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油站

张轩

三秦书月 书香宝鸡

本 报 讯 4 月 30 日，在

金 台 区 2021 年 中 小 学 生

合唱艺术节活动中，金台区

38个校园合唱团唱响红歌，

用歌声追忆红色历史，抒发

对党和祖国的深情与祝福，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比赛中，来自金台区各

中小学校的 38 支代表队共

2200 多名中小学生，化身快

乐歌唱的“小百灵”引吭高

歌，同学们齐唱《我和我的

祖国》《少年中国梦》《我爱

你，中国》等歌曲，歌颂美好

生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方塘中学、三迪中学荣获

中学组一等奖，东仁堡小学、

西街小学、三迪小学荣获小

学组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合唱节由

金台区教育体育局主办、金

台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承

办，旨在激励全区广大少年

儿童能学好党史、听党话、跟

党走，将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代代相传。

手绘纸鸢飞上天  
近日，我市渭滨区广元路幼

儿园、川陕路幼儿园等幼儿园，纷
纷以“童心向党”“礼赞祖国”等为
主题，开展了风筝节活动。活动期
间，孩子们拿出画笔，用缤纷的色
彩，在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下把对
祖国的美好祝愿寄托在绘制的

个性风筝上，放飞在蓝天。渭滨区
教体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以放纸鸢这一深
受孩子们喜爱的活动为载体，将
民俗文化同党史学习教育有机
结合起来，更容易激发青少年儿
童的爱党爱国热情。

跳蚤市场搭台
小书虫们唱戏

本 报 讯 “ 走 过 路 过，

千万不要错过！”“快来看看

物美价廉的精品图书。”……

近日，在我市金台区三迪小

学的“跳蚤市场”上，学生们

卖力吆喝着，说笑着，一派忙

碌景象。

活动现场，几十个摊位

售卖的全都是书，“小书虫”

们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有人花费心思，给自己的

摊位起了一个炫酷的名字 ；

有人拿出画笔，绘制了夺人

眼球的广告宣传牌 ；有人则

用绘声绘色的语言讲解，吸

引“顾客”的眼球。三迪小学

相关负责人解释说，以书为

主的“跳蚤市场”名为市场，

实为阅读交流舞台。这个舞

台上，爱好阅读的“小书虫”

们登台唱戏，让书籍在校园

火了起来。

“跳蚤市场”有这个奇

效吗？不信，你瞧，学生们

售卖的图书均是普通儿童

读物，有的书本甚至有些破

旧，但“跳蚤市场”上几十个

摊位前均是人头攒动，购销

场面堪称火爆 ；还有不少

学生直接席地而坐，捧卷读

书。学校负责人在接受采访

时说，“小书虫”要想在同质

化的书籍市场上“做生意”，

他们不仅要熟读自己售卖

的书籍，找到自己的书籍卖

点 ；还要充分发挥奇思妙

想，包装自己的书籍，吸引

读者主动购买，这有助于带

动更多学生与书籍为友，享

受阅读的魅力。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陕西赛区） 结果出炉 ——

我市一中学斩获三个一等奖
本 报 讯 近日，从第七

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

暨作品大赛（陕西赛区）传

来喜讯，我市凤翔区彪角中

学一次性捧回了三个一等

奖。据悉，该校是我市唯一

斩获一等奖的学校，也是全

省唯一获得三个一等奖的

学校。

此次大赛由省科协主

办、省青少年科技交流中心

承办，包括未来教育、智能

环境、生物环境和风能利用

四项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省

各地市 150 多支代表队参

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我

市七支代表队斩获一等奖三

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三

个、优秀奖五个。其中，彪角

中学代表队的表现最为亮

眼，在此次大赛中取得一等

奖三个、三等奖一个、优秀

奖一个的好成绩。彪角中学

代表队参加的比赛项目是风

能利用，代表队的选手凭借

扎实的训练功底和稳定的临

场发挥，使用未经加工的基

础材料包，动手制成了风帆

小车，并让风帆小车出色地

完成了在逆风条件下负重行

驶的比赛任务，创下了逆风

条件下负重 7001g 行驶的

佳绩。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

科技教育，通过组建科技创

新社团、举办科技进校园等

活动，在学生心中播下科技

种子 ；建设通用技术教室、

3D 打印教室、机器人教室

等，普及科技前沿知识 ；同

时利用课堂教育、科学调查

社会实践活动等，提升学生

的科技综合实力，为我市中

小学生在中省各级各类科

技大赛中斩获佳绩奠定了

基础。

  生  物

回归教材夯实基础  研究试题提升能力

高考临近，生物备考过程

中有哪些提分技巧和提分策

略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

访了中学高级教师、金台高中

生物教师张轩，请他为考生出

谋划策。

抓纲依本，回归教材。张轩

认为，《考试大纲》和教材是考

生备考道路上的两件“神器”，

其中《考试大纲》是“纲”，教材

是“本”。因此，考生在备考过程

中应该抓纲依本，回归教材。那

么，考生具体应该如何做呢？

张轩的回答是，对于课本上出

现而《考试大纲》中没有的内容

在考前复习时应果断舍弃。同

时，考生在回归教材的过程中

要过好读、背、默三关，即精读

课本，背概念、原理、方法等，

默写、默记结论性语句，夯实基

础。此外，张轩提醒考生不可好

高骛远。他解释说，70% 的高

考试题都是容易题、中档题，考

生要在确保这些分值拿到手的

情况下，再向剩下的 30% 高档

题冲刺，千万不要一味地死磕

难题、偏题、怪题。 

“提高审题能力，该拿的

分一分都不能丢！”张轩说道，

不少考生在考场失分的原因，

不是基础知识不扎实，而是在

考场上出现了答非所问或者挂

一漏万等情况，非常可惜。磨刀

不误砍柴工。为此，张轩建议考

生通过多读题，好好练一练审

题能力。第一遍读题，他建议考

生通过字斟句酌的精读方式，

仔细阅读文字、图例等材料，严

格审题，尤其是关键词、关键句

等，准确把握命题的角度或方

向。第二遍审题，他建议考生通

过快速泛读的形式，寻找问题

与知识的结合点，明晰答题范

围和答题要点。

“学习答题技巧，规范答

题。”这也是张轩送给考生的

锦囊妙计。他说，不少考生应

试的老传统是多写字。殊不

知，高考是按点赋分。考生只

要答到要点上，即使几个字也

可以得分 ；如果没有写到要

点，即使写再多的字也是枉

然。为此，张轩给出了以下建

议 ：首先，考生要学会规范书

写，即答题时力争做到层次分

明、格式规范、字体大方，让人

看着美观、舒适 ；其次，考生答

题时要规范答题步骤，力争做

到思维清晰、步骤齐全。此外，

考生要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尽

量以课本中呈现的专业术语

和专业思维进行规范化答题

训练，这样取得高考优异成绩

便指日可待。

走进浙江湖州   

本报讯 近日，我市52名

幼儿园园长走进浙江省湖州

市，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研修学

习，他们通过聆听专家讲座、观

摩幼儿园、参与互动交流等方

式，深刻领会安吉游戏的精神

实质，开阔了教育视野，提升了

课程理念。

“安吉游戏”是湖州市安

吉县幼儿园游戏教育的简称，

与以往传统的幼儿教育不同，

在安吉的游戏教育过程中，孩

子们成了游戏的主宰者，也就

是教育的真正主体；相反，老

师们只负责为孩子尽可能提供

游戏的材料、创设游戏的环境、

规划游戏时间，充分体现“游戏

是儿童的基本活动”和“游戏＝

学习”的科学理念。目前，“安吉

游戏”不仅给国内学前教育带

来全新视角和深刻变革，同时

也影响着世界学前教育的发

展，给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儿

童带去了欢乐。   

近年来，我市各类幼儿园

的数量迅速增长，办园条件显

著改善，为进一步提升教育教

学水平，在宝鸡市幼儿园园长

提高培训班活动中，我市特意

将培训班搬到湖州，引导52位

骨干园长步入学前教育改革的

前沿阵地，零距离学习“安吉游

戏”。在研修活动的理论阶段，

我市52位骨干园长认真聆听

了《安吉游戏观察与解读》《班

本课程与师幼成长》《课改背景

下幼儿园管理新思考》《安吉游

戏实践路上的爱与挑战》等专

题报告，了解了安吉游戏的理

论精髓。在研修活动的实践阶

段，我市52位骨干园长前往湖

州市南太湖幼儿园滨湖园区、

湖州市德清县阜溪实验幼儿

园、湖州市实验幼儿园东部园

区等地参观了园所文化，幼儿

自主游戏情况，了解了游戏课

程设置，就游戏材料配置、游戏

过程评价等问题进行面对面交

流，对“安吉游戏”的课程理念

和组织实施有了详细、深入的

理解和认识。

“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

自主宽松的游戏环境，以及孩

子们快乐投入的状态都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要学以

致用，推动‘安吉游戏’在宝鸡

本土落地生根”……为期一周

的研修活动结束后，多位园长

表示。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近日，在宝鸡高新七小

和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举
办 的“ 中 医 药 文 化 进 校 园 ”
活动中，中医药专家们给学
生讲述了“中医的概念”“中
药 的 分 类 ”“ 药 食 同 源 的 食
物”“四大中医药经典”等基
础知识，介绍了艾条、火罐、

刮痧片等中医药工具，还手
把手给学生们教授了眼保健
操穴位的按压手法。此次活
动让学生们增长了中医药基
础知识，领略了中医药传统
文化的魅力，增强了民族自
信心，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
健康成长。  

学生在“跳蚤市场”推介书籍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  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歌声飞扬  童心向党
金台区中小学生唱响红歌祝福祖国

我市 52 名幼儿园园长 ：

       追寻教育真谛

师生唱响红歌

我市骨干园长参观学习“安吉游戏”教学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