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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
日，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中
学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初一年级“追
梦杯”英语学科竞赛活动，让学生
在感受英语魅力的同时收获学习
的快乐。

据悉，此次活动分为两部分进
行，其中，拼词大赛鼓励学生增加
词汇量，注重积累；朗诵比赛旨在
通过朗诵英语美文、诗歌，体验语
言之美，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同时为学生提供展示个人才能
的平台，营造良好的校园英语文化
氛围。

活动第一项内容是自绘宣传
海报，学生纷纷绘制出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海报。随后，该校英
语教师陈丽和张昳将初中词汇精
准分类为易词、难词、话题词、

“你演我猜”主题词汇，激发了同
学们记忆词汇的热情。在晨练时
间，全年级同学积极练习歌曲
《Lemon tree》，齐诵励志小诗
《cherish the present》。为了
更好地为朗诵做准备，两位老师
还精心为学生们挑选了优美的英
文诗歌，学生们纷纷利用课余时

间让老师帮忙指点迷津。同学们
热情高涨，共有10余组队伍报名
参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选
派4组队伍参与决赛。

在“追梦杯”英语学科竞赛活
动决赛中，各班级特派4名学生组
成“Spelling-bee”首发出战队伍
上台挑战，台下的同学同时在纸上
作答，每位子期学子都在为班级荣
誉而努力，认真审题、细致答题，人
人争做“单词小达人”。

随后举行的是英文诗歌朗
诵。选手们分班级依次上台朗
诵，他们表达流畅、情感充沛，随
着诗歌的内容、节奏变化，时而慷
慨激昂，时而深情低沉。他们以
准确的发音、流利的朗读和自信
的微笑，展现出了对英语学习的
热爱，同时也展现出了昔日的努
力成果和对美好诗文的领悟，将
青春风采与英语魅力结合得淋漓
尽致。

子期实验中学校长阮翠莲表
示：“希望同学们通过单词游戏更加
热爱单词，通过诵读英文经典诗歌
滋润心灵、涵养品性，成就更好的自
己。”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为
了帮助幼儿及家长有目的、有计划
地做好入学准备，落实“工作前置，
贯通培养”的幼小衔接教育模
式，近日，珠海市横琴中心幼儿园
组织开展了一场“幼小衔接你我同
行”的主题讲座。本次讲座采取线
上形式进行，邀请珠海市横琴新区
第一小学校长张浩亮作讲座，并与
家长进行线上互动。

幼小衔接是幼儿园与小学两
个教育阶段的过渡。当孩子从幼
儿园进入小学，生活方式、学习方
式的转变将给他们带来挑战。如
何帮助他们完成从“小朋友”向“小
学生”角色的转变？如何帮助孩子
在学习、生活诸多方面更好适应小
学节奏？这些问题不仅是大班教
师和小学教师的教学重点，也备受
家长关注。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该幼儿园
教师李嘉妍向大家介绍了为幼小
衔接应该做好的准备。她介绍，进
入大班年级后，老师会着重从身心
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
准备四个方面进行一日生活的组
织，让孩子们做好准备，顺利进入
小学。本学期大班即将开展“我的
学习用具”“小学的方方面面”“我
的入学本领”等一系列“项目式学
习主题”的探究活动，让幼儿对小
学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同时增强幼
儿主动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做
好入学前的适应准备。

幼升小的择校问题、“双减”政
策的解读，也是家长非常关注的问
题。张浩亮以“为孩子的幸福人生
奠基”为主题向家长一一解答、分
享了幼小衔接过程中他们所关注
的问题。

张浩亮在讲座中表示，合作区
公办学校的招生工作由合作区民
生事务局负责，家长应及时关注合
作区民生事务局发布的招生消
息。对于“如何选小学”这一问题，
他提出，选学校取决于学校教育理
念与家长是否高度一致，“最好的
合力就是教育理念的一致”。

接着，张浩亮从学校核心理
念、办学定位等多方面介绍了横琴
一小的课程。据介绍，横琴一小的
课程分为德育课程和学科课程，经
过六年的沉淀，横琴一小将国家课
程校本化、校本课程特色化。

关于孩子的成长，张浩亮给家
长提出了三点建议：学科知识提前
学不排斥，但前提是孩子感兴趣；
提前练习握笔，提高控笔能力；在
学习习惯养成的阶段，家长的陪伴
十分重要，在家和孩子一起计划安
排学习的时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

讲座结束后，家长纷纷在线上
互动、留言，表示讲座不仅为大家
指明了家庭教育幼小衔接的方向，
切实解决了实际问题，缓解了入学
前的焦虑情绪，更让家长对孩子未
来的入学适应充满了信心。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为提
升小学语文教师的综合素养，深化小
学语文教师岗位大练兵工作，促进教
师练就牢固扎实的专业技能，近日，
2022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小学语
文教师素养大赛在首都师范大学横
琴伯牙小学举行。

此次素养大赛由知识素养答题、
朗读展示、书写展示、才艺展示及课
堂教学展示5个部分组成，其中，朗
读、书写、课堂教学以及知识素养答
题的内容均为现场抽签选定。

知识素养答题是本次比赛的
第一个环节，该环节内容涵盖小
学语文教师根据专业要求应掌握
和运用的知识及技能，由选手现
场抽题，在规定时间内现场作答
三道客观题和一道主观题。知识
素养题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涉及
中外文学、地理历史、时事政治等
多个方面，该环节是对选手知识
储备和心理素质的双重考验。各
位选手从容应对、冷静作答，赢得
了现场评委专家的频频赞许。

在朗读展示环节，选手抽到题目
后，在有限的时间内速读文章，疏通
文脉、领会文意，朗读时饱含感情，用
声音表达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声情并
茂、寓情于声，展现了语文教师的朗
读素养。

朗读展示环节之后，是限时 5
分钟的粉笔字书写展示环节，要求
在 5 分钟内完成唐代诗人白居易
的《大林寺桃花》书写。老师们沉
着冷静，认真审视后仔细书写，粉
笔字布局得体，令人赏心悦目。

才艺展示是素养大赛最引人注
目的一个环节，每位老师都展示了
自己课堂之外的才华，以十足的观
赏性和语文素养密切的相关性，赢
得了现场评委以及观摩老师的阵
阵掌声。

上午 4 项比赛结束后，晋级的
选手进入下午的课堂教学展示环

节。老师现场抽题，用短短的一个
小时进行备课，完成了贴近学情的
教学设计和课件制作，展现了深厚
的语文功底。

课堂上，老师亲和幽默，教法
灵活多变，巧妙引导学生深入走
进文本，在与学生的和谐对话与

思想碰撞中，自然流畅地还原了
一个个真实、朴实、扎实的高效语
文课堂。

比赛结束后，专家对老师们的优
秀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就比赛
的5个项目分别给予了一对一的点
评和细致的指导。

历时一天的比赛，紧张而又充
实。选手们都展示了优秀的语文素
养、精湛的教学技艺。最后，首都师
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教师王丽娜、首
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教师
汪晓羽获得一等奖，接下来她们将继
续角逐市赛。

素养大赛展风采 努力拼搏绽芳华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

□本报记者 钟夏 实习生 伍芷莹

从线下到云端，金融服务“不打
烊”；从开启“绿色通道”到优化服务流
程，着力破解用户燃眉之急……今年
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
（以下简称“横琴中行”）立足民生、心
系企业，积极引导广大客户通过电子
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在家办理
相关金融业务，打出一系列金融服务
行动“组合拳”，用实际行动诠释“金融
担当”。

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

合作区跨境电商企业的代表，疫情之
下，该公司借助自身优势，持续为港澳
中小企业提供平台服务及电商培训课
程，推动港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你们有金融方面的问题需要协
助，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作为跨境说公
司的主办服务银行，横琴中行指定客
户经理为该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上
门收、送资料，提供企业网银服务，让客
户可以足不出户享受账户实时查询、
线上汇款等日常金融服务，让企业能
够“轻装上阵”。前不久，得知跨境说在
运营中有资金缺口后，横琴中行第一
时间响应解决，向企业发放信用贷款

500万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合作区中小企业在经营发展中也受
到较大冲击。在推进金融“抗疫”过程
中，横琴中行致力于将金融活水更加

“精准滴灌”到各类中小企业客户，成为
不少科技中小微企业的坚强后盾。

澳资企业横琴铂华医学检验有限
公司是第一家落地在合作区的第三方
医学检验实验室，承担着合作区大量
核酸检测任务。此前，横琴中行启动
了普惠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为该公司
发放1000万元普惠金融贷款，安排专
人跟进服务，从授信上报到贷款发放

仅用了3个工作日，高效切实地解决
了抗疫企业的融资需求，并给予普惠
贷款利率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财务成
本，携手澳资企业共同抗疫。

为了积极响应中央、省关于金融
机构减费让利、惠企利民的工作部署，
横琴中行在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
的指导下，参与了广东省、珠海市金融
业支付手续费减费让利的行动，并进
一步扩大优惠服务覆盖面，为所有企
业客户提供“有力度”的减费让利，目
前已惠及企业客户数超3000户、个人
客户数超3万户，其中澳资企业及澳
门居民超3000户。

英语竞赛展风采
听说读写秀起来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中学让学生收获学习的快乐

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让老师帮忙指点迷津。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杨桐 摄

如何让幼儿更好适应小学节奏？
横琴中心幼儿园举行幼小衔接线上主题讲座

张浩亮在讲座中为家长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打出一系列金融服务“组合拳”，用实际行动诠释“金融担当”。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朱晨曦 摄

2022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在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举行。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刘婵 姜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