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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陈建坤
通讯员 邹威涛 胡迪维

本报讯 日期，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公布了省社区教育优秀办学单位、优秀工作者
和优秀工作品牌，掌起成校的“融合式”社区
矫正获评浙江省社区矫正优秀工作品牌。

2013年，掌起司法所全面开展社区矫正
工作，第二年掌起成校参与此项工作。学校充
分发挥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的优势，开展“教
育·培训·就业”相融合的社区矫正研究，形
成了“人性化教育——个性化培训——适宜性
就业”的“教育·培训·就业”相融合的社区
矫正模式。2013年以来，有166人如期解除矫
正，并且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重新融入社
会。2016年，该镇“融合式”社区矫正被评
为慈溪市“十佳社区教育特色品牌”、宁波市
社区教育优秀实验项目和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17年被评为
浙江省成人教育品牌项目，2018年获得宁波
市人民政府职成教教学成果二等奖。

掌起“融合式”社区矫正
获省优秀工作品牌

■全媒体记者 陈建坤 通讯员 魏腾达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范立翔

慈溪市教育局

慈 溪 日 报 社
主办

慈溪市STEM教育联盟学校
第二次研讨活动日前在南门小
学举行。图为在蓝天小学史倩
莹老师执教的 《弹力小车》 课
上，南门小学学生在尝试用最
低的成本让小车运动的距离达
标。

■摄影 陈建坤 毛敏敏

教学研讨

范市初级中学地处慈溪东
部小集镇龙山镇范市，历史上
有许多曲艺、杂技艺人走南闯
北，卖艺谋生。每年逢遇节
日，总会有许多民间杂技艺人
当街献艺，而“水火流星”更
是当地百姓最为喜爱的一种技
艺表演形式。它在范市当地有
着浓厚的群众基础，其中王家
路村更是以此为基础着力打造

“非遗小镇”。当地许多百姓曾
拜王耀国师傅为师，练习“水
火流星”，有的更是全家练
习，当作是一种健身强体的锻
炼方式。不少学生也在家庭的
影响下，从小练习这项技艺。

范市初中借此文化基础，
将省非遗传承项目“水火流
星”作为学校特色拓展性课
程。多年来，学校依托教师资
源和课程资源，深挖课程内
涵，创新教学载体，举办了

“非遗”文化进校园、文化艺
术节等涉及“非遗”文化的相
关活动，让学生感知“非遗”
文化，欣赏“非遗”文化，享
受“非遗”文化，引领学生尽
情品味“非遗”文化大餐，在
课程学习中获取成长。

课程开发

《浙江省关于深化义务教
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意见》 指
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
长规律，面向全体学生，改革
育人模式，推进因材施教，保
护和培养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兴
趣，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开发和培育每一位
学生的学习潜能和特长，让每

一位学生愉快学习、幸福成
长。为了发展学生的特长，培
养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自
信心，学校在开齐开好基础性
课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开发
能体现地域和学校特色的拓展
性课程，主题实践性课程“水
火流星”就是其中之一。

民间杂技艺术“火流星”
表演源于唐代，盛于宋代，延
续至今。三北一带的“火流
星”表演活跃于各种杂技演
出、文化娱乐及业余表演之
中，深受当地百姓欢迎。民间
艺人也大胆进行创新，从“火
流星”发展为“水火流星”，
滚动的流星从 2只到 10只不
等，翻滚变化的各种动作也越
来越复杂。

2018年4月，学校将原先
更多地呈现于口头传授的课程
内容进行了整理，查阅了大量
资料，如《慈溪县志》、范市
王氏族谱，还根据非遗传承人
王耀国师傅的口述资料拍成了
活动图片，对每一个动作招式
进行图解，编成了校本教材
《水火流星初级教程》，供学生
学习使用。这也是为传承和保
护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的
贡献。

在初步整理的课程结构体
系和教学基本内容中，“水火
流星”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
包含了非遗文化、历史渊源、
动作套路及综合表演三个方

面。同时，按照训练的难易程
度，将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分
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
阶段三个阶段：从初学使用沙
袋流星来练习水火流星动作，
练习基本功，再到学习水火流
星平旋、擦背、破花、地面动
作、抛接等基本动作，到最后
水火流星成型成套并能形成自
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课程引入后，学校对课程
内容进行了选择，对活动过程
进行了系统整合，并在此基础
上编写了校本课程《慈溪市范
市初中“水火流星”初级教
程》。

课程实施

2016年9月，范市初中开
始实施“水火流星”拓展性课
程，借助水火流星这个非物质
文化遗产，通过拓展课对学生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武术杂技
特色教育。学校把“非物质文
化遗产——‘水火流星’拓展
性课程”确定为学校特色课
程，学生期初报名选课时，作
为体艺类第一批次选课志愿，
优先于其它体艺类拓展课程，
2018学年第一学期，报名学
生达到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为做好这门课的教学工作，学
校外聘了2位非遗传承人来校
授课。

学校将每周四下午第三节

安排为拓展性课程，“水火流
星”课程是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
一门课程，教学内容包括通识教
学和技能学习。一般期初利用校
本教材《水火流星初级教程》安
排通识课教学。通过学习《水火
流星初级教程》，让学生了解水
火流星的历史和学习这门课程的
意义。

学校还采用多途径实施教
学，组建了慈溪市范市初中水火
流星艺术团，利用课外时间组织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以演代
教的方式，组织学生参加省市等
各级各类非遗展演活动，在展演
中丰富舞台经验，锤炼能力，增
强自信。

此外，学校还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丰富教学形式，既有教
材学习、实践训练，也有视频教
学。如今，学校已开发 20个视
频教学资源，将水火流星基本动
作招式分解，供学生在课堂中学
习揣摩。同时，学校还打造了

“非遗馆”，组织学生参观学习；
加强多学科协作，提高学生综合
表演能力。

水火流星在展演过程中，不
仅要做到动作娴熟潇洒，还要求
服装、舞美、配乐、团队造型等
综合舞台表演艺术手段的配合，
有时甚至还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
协助，所以学校在开展这门课程
时，将音乐、美术、信息技术老
师一起进行设计包装。

为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技艺，

近几年来，学校艺术团积极参加
各级各类活动，如“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2017 非遗在我身
边”展演展示活动，“一人一艺
全民艺术普及工程——非遗进生
活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江北区第
九届非常庙会”，慈溪滨海经济
开发区（龙山镇）第三届全民运
动会，“我行我秀”慈溪市首届
农村文化礼堂文艺团队才艺大
赛，“多彩非遗，美好生活——
慈溪市庆祝‘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 ’ 暨 ‘2018 非 遗 在 我 身
边’”展演展示活动，浙江省传
统体育展演展评系列活动，浙江
省首届“非遗薪传”展演活动，

“2018第九届岱山东沙古镇非遗
弄堂节”非遗展演活动，“五动
甬城，一匠一心”宁波五一广场
首届非遗民俗文化月启动日活动
等。

硕果累累

作为农村初中的学生，无论
眼界还是素质自然比不上城里的
孩子，而且学生的自信心也相对
不足。但“水火流星”主题实践
性课程开展后，许多学生积极参
与，他们在锻炼身体、磨练意志
的同时，还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信心的提升。据统计，该校每年
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参与“水火流
星”课程，并在省市各级各类展
演中获奖。

与此同时，“水火流星”作

为一门有着非遗色彩的课程，极
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内容，成为
学校的亮丽名片。2017年,拓展
性课程“水火流星”成为慈溪市

“一校一品”项目、慈溪市深化
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专项行动研究
项目；同年 11月，在慈溪市初
中课改展示研讨会上作为深化课
改行动优秀项目作了展示，受到
与会领导的肯定和赞扬；2018
年 5月，“水火流星”课程作为
精品课程在全市进行展示；2018
年6月，在浙江省首届“非遗薪
传”展演活动获得优秀奖；2019
年初，范语欣、洪婧璇、陈雨同
学撰写的《水火流星耀龙山》在
慈溪市初中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成

果评比中获一等奖，“水火流
星”主题实践性课程在宁波市第
十届义务段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
发与实施优秀成果评比中获二等
奖。

2016年 11月，《钱江晚报》
记者专程来校采访了该项目的老
师和学生；2018年7月，浙江电
视台影视文化娱乐频道的记者专
程来校采访，并在黄金时间播放
了学生精彩的表演。

“水火流星”课程的开设，
推动了武术和健美操这两门课程
的建设。特别是健美操这一课
程，已是慈溪市体育特色课程，
连续三年代表慈溪市参加宁波市
中学生健美操比赛，并获得奖
项，今年更是取得了团体二等奖
的好成绩。

非遗传承进校园，“水火流
星”耀范中！范中人相信，这朵
体育与艺术的奇葩，定能在校园
中绽放美丽；范中的学子，定能
为传承这一流传千年的民间绝技
作出贡献！

非遗传承进校园 水火流星耀范中
——范市初级中学“水火流星”主题实践性课程开发侧记

本报讯 热辣如火的四川菜，独具鲜味的
潮汕菜，清新爽口的江浙菜 ......日前，宗汉街
道曙光实验小学举办校园“中国美食”大会。

活动分高段的烹饪组和低段的品尝组。高
年级同学三两人一组进行分工合作，经过洗、
切、炒、炸等工序，一盘盘精致的菜肴上桌
了:有圆润可爱的红烧狮子头，色泽金黄的炸
响铃等本地菜及四川菜、湖南菜、安徽菜等。
接着，品尝组的同学排着队，品尝着每一道美
食，同时聆听哥哥姐姐们介绍美食的起源地、
制作方法和营养价值。最后，小评委们评选出
了最受欢迎的菜品。

曙光实验小学举行
“中国美食”大会

■全媒体记者 陈建坤 通讯员 黄芬儿

本报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纵览神州大地，先烈
们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正在成为
现实。为缅怀革命先烈，近来，
全市各地各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
祭奠和主题教育活动，让英烈精
神薪火相传。

近日，保德实验学校组织师
生来到慈溪历史上第一支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浙东工
农红军第一师师部纪念馆，举行
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师生们聆听
纪念馆工作人员讲解革命先烈感
人事迹，接受了爱国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懂得了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4 月 1 日，新城初中举行
“缅怀革命先烈”清明节扫墓活
动，全体共青团员前往慈溪革命
烈士墓祭扫。在烈士陵园，团员
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向
长眠在此的烈士们默哀、三鞠
躬，表达对革命烈士深沉的哀悼
和怀念。祭扫结束后，全体师生
前往烈士纪念馆参观，聆听了讲
解员的详细讲解，让同学们了解

了正是因为有了无数革命先烈的不
懈努力和不畏牺牲，才有今天幸福
安稳的生活。

4月 1日，开发小学全体党员
和少先队员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来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对为保
卫家乡、保卫祖国而献出青春热血
的革命英烈表示沉痛哀悼。全体师
生向烈士们默哀三分钟、三鞠躬。
接着，少先队员代表向全体队员发
出号召，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家乡
建设、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努力学
习。4月3日，学校邀请退伍老兵为
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精彩的革命传统
教育课，同学们铭记了“刻苦学
习，振兴中华”的使命。

近日，阳光实验学校组织全体
共青团员，在烈士陵园开展“青春心
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祭扫活动。
团员们向革命烈士默哀，并献上了鲜
花和深深的鞠躬，以表达缅怀之情。
团员代表在团旗下作了题为《不忘初
心，争做阳光少年》的演讲，让团员
们坚定了理想信念，明确了自己的责
任和义务。带队老师寄语全体团员，
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努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起时代
赋予的历史重任。

4月 2日，横河镇中心小学组

织全体大队部委员和部分优秀少先
队员，步行来到横河七星桥战斗纪
念碑，举行以“我爱我的祖国”为
主题的祭扫仪式，表达对革命先烈
的感恩和怀念之情。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同学们向战斗纪念碑敬献花
篮，向烈士默哀致敬。大队长向学
生们讲述了革命小故事《浴血七星
桥》，少先队员代表宣读了悼念
词，并庄严宣誓：要继承革命先烈
遗志，发扬革命传统，谨记党的教
诲，树立远大理想，为实现伟大的
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清明来临之际，匡堰镇上林小
学师生来到匡堰烈士陵园开展清明
祭扫活动。同学们行队礼，献花
圈，唱队歌，聆听革命传统故事；
党员教师敬献鲜花，默哀致敬，以
表达缅怀之情。

日前，金山初中和宁波财经学
院财富管理学院学生，在革命烈士
纪念碑联合举行祭扫革命烈士暨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同学们凭吊烈
士英魂，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表达对烈士深沉的哀思和无尽
的怀念。随后，金山初中副校长翁
建平、两校学生代表分别发言，希
望大家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

身的革命烈士，努力传承革命先烈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
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
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祖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终生。全体师生还来到革命烈士
纪念馆，观看了革命历史主题及介
绍革命先烈生平事迹的图文资料，
听取了纪念馆工作人员的慈溪革命
历史介绍。

4月 4日，逍林初级中学组织
全体团员来到慈溪革命烈士陵园，
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特别主题团日活动。学生代表向革
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全体师生
向烈士默哀三分钟。随后听取了浙
东革命历史学者、退休教师孙和平
讲授的微团课，把同学们带到了那
个血雨腥风的抗争年代。在烈士陵
园，还举行了新团员入团宣誓。

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
各地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祭奠和主题教育活动

图为日前行知职校学生在市烈士纪念馆为市民讲解英烈事迹。

图为学生在磐安参加省首届非遗展演

日前，掌起镇中心幼儿园举办以“桃
‘乡’四溢·浸润童心”为主题的第二届桃文
化艺术节。图为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领桃
树，并将自己制作的祝福卡挂在桃树上。

■摄影 陈建坤 叶雪萍 王曦

日前，横河镇石堰小学开展心肺复苏大型
急救演练和生命安全教育活动。图为学生在进
行心肺复苏演练。 ■摄影 陈建坤 林松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