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9 月 12 日下午，探究“杂交水稻是

怎样炼成的”青少年科普实践活动在奉贤五四申

优 28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和奉贤区五四学校顺利

举行。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

研究所与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科学

院）联合主办，由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与

上海市奉贤区五四学校协办。各单位领导和相关专

家出席了本次活动。

活动一：

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参观及体验

专家带领学生和家长们前往位于奉贤五四的

申优 28杂交水稻机械化制种基地，在农科院孙滨

博士的引导下，远眺气势恢宏的“拼图”式杂交水

稻田，观摩机械化授粉。 孩子们认真倾听讲解，积

极提问， 兴奋地穿上胶鞋进入到稻田中亲身体验

人工赶粉， 在提问互动中不仅学到了很多杂交水

稻的相关知识， 也在凉爽秋风里亲近了一次自然

生态。

活动二：

专题讲座及观察实验

基地参观活动结束后，师生与家长们回到五

四学校的报告厅聆听了市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孙

大鹏专家的讲座，前半部分围绕着“粮食安全的

意义”“杂交水稻的发展历史及原理”和“水稻三

系法制种的原理”三个主题展开。 在讲座后半段，

每一位孩子都用显微镜观察了水稻植株，检测水

稻花粉活力，并实践了水稻去雄及人工杂交授粉

的基本过程。

这场浸润式场景体验结合室内专题讲座，旨

在让孩子们从小建立尊崇科学精神的人生价值

观，激发热衷科学探索的兴趣，培养青少年投身科

技兴农、自立自强的远大志向。

活动最后，五四学校校长邱玲寄语：希望在场

的每个孩子撸起袖子加油干，做热爱科学、善于思

考、精于研究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增进少

年儿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感知祖国

妈妈的伟大，从小养成爱祖国、爱家乡的

深厚情感，近日，朱行幼儿园举行了“童心

向阳 喜迎二十大”的主题教育活动。

伴随着音乐的旋律，小小护旗手们雄

赳赳、气昂昂地护卫着五星红旗走来。 坚

定的步伐，稚嫩而严肃的目光时刻彰显着

身为小小护旗手的骄傲与自豪！全体师生

望着国旗冉冉升起，耳畔回荡着气壮山河

的国歌，为这一庄严的时刻而自豪。

小朋友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祖国

和党的热爱。 大一班带来了武术操表演

《精忠报国》，一起来强身健体，将来保家

卫国；大二班带来了手势舞《红太阳照山

河》，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祖国；大三

班带来了舞蹈《中国么么哒》，我爱你中

国，给你一个我的爱心；大四班带来了朗

诵《我骄傲我是中国娃》，昂首挺胸，我是

中国娃娃我自豪；大五班带来了合唱《半

生雪》， 祖国妈妈经历过了多年风霜岁

月，听我们一起将历史唱出来；大六班带

来了舞蹈《名字叫中国》，献给祖国妈妈

的舞蹈。

美妙的歌声在耳畔回荡、优美的舞姿

历历在目，慷慨激昂的朗诵还荡漾在孩子

们的心中。 小朋友们在活动中声音嘹亮、

富有情感， 一首首歌曲润泽稚嫩的童心。

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妈妈深情告白，为党

和国家献上最真诚的祝福！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正逢是第二十五届全国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也是江海幼儿园推广普通话

宣传周，主题为“推广普通话 喜迎二十大”。

9月 13日上午，江海幼儿园通过腾讯会议

的方式，在升旗仪式时副园长胡霜洁进行了推

广普通话宣传讲话，在校园内积极倡导“我是

江幼娃，爱说普通话”的良好校园语言环境，让

普通话成为我们的生活语言。 在本次推广普通

话宣传周里，结合幼儿园实际将开展“七个一”

活动， 并将评选出一批优秀的语言文字推普

员。

江海幼儿园将以本次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

动为契机，通过诵读、书写、创编、交流等多种语

言文化实践形式，培养教师、幼儿和家长使用普

通话交流的习惯，使普通话真正成为全园师生的

工作语言、学习语言、生活语言和校园语言，全面

提升幼儿园文化品位，为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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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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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好教师”
奉贤区爱贝早期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开展师德师风故事宣讲活动

2022年9月21日~27日

奉贤区江海幼儿园开展推广普通话宣传活动

“杂交水稻是怎样炼成的？ ”
奉贤区开展青少年“现代农业”科普实践系列活动

闵行区浦江二小举行庆祝第三十八届教师节主题活动

申城教育·专题

日前，上海同济黄渡小学党

建带团建、队建，一支由党团员

教师、少先队辅导员组成的“小

龙人” 红领巾宣讲团正式成立。

宣讲团以“云”端为载体，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歌曲等形式引导

少年儿童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

走， 引领少年儿童一心向党，争

做新时代好队员！

宣讲团第一课：

树人生目标，展队员风采

第一课的主讲人是青年党

员、辅导员教师相尧，她告诉大家

共青团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而

少先队是共青团的预备队，希望

少先队员们能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明确社会责

任，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将入队、入团、入党作为追

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努力成长为建设祖国

的栋梁之材。最后，相尧老师鼓励队员们从小学习立

志、从小学习创造，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培养

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将来做祖国的建设者。

宣讲团第二课：

积聚青春能量，锻造时代风貌

第二课的主讲人是共青团员教师张袖宇，她回

顾了今年 5月 10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

创造美好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

才能持续发展。 在新的百年征程上，广大团员青年

要奋勇前进。 最后，张袖宇老师希望学生们今后能

争做优秀的共青团员，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

命，守护家园，建设祖国。

宣讲团第三课：

小小少年向青春，大大力量筑未来

第三课的主讲人是共青团员、辅导员教师金晨，

她向师生们介绍了在上海同济黄渡小学校园中，有

一支志愿服务队———“小龙人”五色志愿队，它成立

于 2009年， 是学校党团队合力打造的一个志愿服

务品牌。 五色志愿队以学校、社区、敬老院、汽车站、

同济大学为活动主阵地，由青年

党团员、学生、家长志愿者联合

组建而成，开展“五色志愿行”活

动。 金晨老师鼓励学生争做新时

代的好队员，点亮属于自己的未

来。

宣讲团第四课：

以抗洪精神，筑青春堤坝

第四课的主讲人是青年党

员教师陈璘，他回顾了 2021年

7 月 23 日河南遭遇特大暴雨

期间， 身为一名党员主动请缨

奔赴救援一线的经历。 凭借在

部队中学会的抢险救援技能和

冲锋舟操作技能， 陈璘于 7月

28日， 以上海鸿鹰消防救援志愿服务队四组组长

身份踏上救援列车。 虽然过程艰辛，但凭借众志成

城，万众一心，最终顺利完成任务。陈璘希望队员们

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要有担当、尽责任，心系广大

群众，为祖国、为社会贡献出力量。

宣讲团第五课：

牢记青春使命，彰显青春风采

第五课的主讲人是共青团员教师张长娟，她讲

解了学校定期组织的消防疏散演练活动，并向大家

介绍了位于松江区的上海消防烈士纪念园。作为全

国首个消防主题的烈士纪念园，纪念碑从镜面水池

拔地而起，象征消防救援队伍历经水火淬炼。 纪念

碑后方是消防英烈纪念墙，墙上的《海上消防英烈

颂》歌颂上海消防的英烈精神。 她愿大家珍惜青春

时光，把握时代机会，把信念挂在桅杆上，让成功之

船顺利启航。

新学期，新开始，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孕育着新

的憧憬和希望。在新学期里，上海同济黄渡小学“小

龙人”红领巾宣讲团还将继续“云”端讲课，引导全

体师生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坚定走好人生每一步，

携手谱写发展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近日，浦江二小举行了“耕读树人 喜迎二十

大”主题庆祝活动，集中展示学校弘扬精耕细读、

立德树人的校园文化，展现教师立足本职，助力

打赢疫情防控大上海保卫战和铸魂育人的使命

担当。

学校王校长代表学校党、政、工向全体教师致

以节日的问候，并向大家提出以下几点希望：希望

教师们爱岗敬业，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锤炼

师德，净化教育行为和教育行风；刻苦钻研，提高教

育教学的有效性；勇于创新，增强“五项管理”和“双

减”工作的新能力。

4位新引入教师代表用一首诗朗诵《说党史

感党恩 喜迎二十大》， 表达了新时代青年的豪迈

之情。

疫情防控期间， 学校教职员工除了做好本职

工作外，还积极投身志愿者工作。庆祝活动中，通过

采访等形式还原了抗疫工作场景，彰显了教师的使

命担当与家国情怀。 随后，校长为闵教先锋党员卫

明颁奖，副校长沈卫东、张国昌为校优秀抗疫志愿

者颁奖。

一年一度的校“心目中好老师”的评选活动是

学校师德师风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经家长、学

生和教师投票推荐，10位教师被评为“我最喜欢

的主播老师”。 学校工会主席王艳青为获奖老师

们颁奖。

为进一步激发青年教师的职业理想和使命担

当，更好地助力成长，从本学期起，党员结对入党申

请者，在思想上引领青年教师成长。 会上，党支部书

记赵美华进行了项目发布。

10名新教师在赵美华的带领下庄严宣誓。

庆祝活动在书记的讲话中结束， 赵书记愿各位

老师能够在新学期提升创造力，修炼审美力，培育思

考力，修炼柔软心，养成好习惯，最终让教育的幸福

流淌于校园。

为进一步强化师德教育、践行师德规范、弘扬

高尚师德，爱贝早教中心党工团联合开展“我身边

的好教师”优秀教师师德师风故事宣讲活动。

活动共计 14 名青年教师参加宣讲，教师们

以生动的事例、真挚的情感、质朴的语言，声情

并茂地讲述身边优秀教师的亮点和闪光点，优

秀教师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师德师风的

真谛。

在宣讲过程中，教师们精神饱满、妙语连珠，一

个个感人至深的身边故事，展现出优秀教师“以人

为本 教书育人”教育理念，更传递着模范教师对

早教事业的热爱。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师德有千百种

表述方式，作为幼儿教师，是将无私的爱全部融

在每天细微琐碎的保教工作中，是对幼教事业的

热情与执着的初心。 本次活动充分营造了宣传好

老师、致敬好老师、感恩好老师的浓厚氛围，着力

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了全体教

师“爱岗、敬业、奉献”的责任意识，激发了教师的

工作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