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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获两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大奖

□

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市教育局宣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批准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

定》，本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共评

选出451项职业教育获奖项目

（其中特

等奖

2

项、一等奖

50

项、二等奖

399

项）

。1

月7日，记者从东莞市教育局获悉，在99

项中职学校

（第一主持单位）

推荐成果

奖中， 广东省中职学校

（第一主持单

位）

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其中东莞

中职学校获二等奖2项，位居全省前列。

获奖项目1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由校长曹永

浩主持的教学项目《依托职教集团打

造产教研深度融合模具制造高端技术

人才培养平台的探索与实践》 获得国

家二等奖。这是该校继2014年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后，又一次获此殊荣。

据了解，该校与广东隆凯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分别打造了“企业项目训练中心”

“企业联合培养基地”， 校企深度融合，

精准育人效果好。 该项目在三段式学

制系统化、产教研融合课程化、集团平

台运作实体化的探索与实践上有创新

性突破， 是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多年

来坚持深化产教融合、 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取得的最新成果。

获奖项目2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的叶喜、杨潮

喜主持的项目《中职学校动漫专业漫画

课程项目化教学行动研究与实践》获国

家二等奖。 该校近年来动漫专业在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上做足了功课，携手

海霖动画公司，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以

“漫画课程项目化教学” 为主线， 创办

“漫画名师工作室”和“名动画导演师徒

工作室”，构建起动漫教学项目化实训

单元。

通过课题组的共同努力，与海霖动

画公司联合打造了104集动画片连续剧

《吉祥宝宝》， 已登陆中央电视台播映，

同时该剧还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四国，这是全国中职

学校的首例。 校企融合首创3D动画电

影《吉祥宝宝之我是食神》，也已登陆全

国院线播映，再次惊艳全国。

该项目组成员参与编写了52册动

画片制作校本教材，每年举办市级动漫

专业办学成果展及毕业作品展，吸引了

省内外院校、企业前来参观交流，为全

省乃至全国提升动漫专业办学质量提

供可借鉴的典型案例。

唤醒东莞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激情，

聆听东莞制造时代工业原址的回音，

开展东莞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诗

歌文化创作和交流， 尝试城市诗歌文

化与都市民谣、环境艺术的跨界融合，

为东莞这座城市奉献新年的诗篇。 日

前， 聆听———2019东莞·

鰜

鱼洲新年诗

会在东莞

鰜

鱼洲工业遗址举办。

在“东莞作用”大型展览第三回合

的现场， 一台旧式的四色印刷机兀立

舞台中央，凝重如雕塑，这台时光印刷

机仿佛时刻提醒现场的观众———它吐

纳过的语言依然散发着油墨的芳香；

诗会主舞台直接借用展览现场以装置

作品“生长”为主背景———以垂直的线

状日光灯为基本元件， 代表的是春天

随处可见的叶尖、嫩芽和草根，它们挺

立向上，发出春天生长的声音……

诗会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代表性

诗人的诗歌作品、东莞诗人作品、东莞

小诗人沙龙作品为朗诵内容版块，穿

插东莞诗人与民谣歌手卜军和“卜军

与地图乐队”的原创都市民谣演唱。

全场以东莞诗人方舟为

鰜

鱼洲“东

莞作用” 大型展览开幕式专门创作的

《叙述者·城》作为引诗，分《聆听：谁还

在记忆中和桃花保持着美丽》、《凝视：

站在世纪的风口》、《唤醒：源自一座城

内部的声音》、《生长： 摇曳的小草怀着

远方》四章，以何其芳的《欢乐》作为尾

声。

另悉，本次诗会得到了大湾区诗人

们的热情响应，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

会主席团成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杨克以及广东著名诗人郑小琼、 黄礼

孩、卢卫平等，香港诗人云影，澳门诗人

姚风、贺绫声，福建诗人、诗评家陈卫，

以及东莞实力诗人方舟、何超群、柳冬

妩、刘大程等出席新年诗会，不少诗人

登台朗诵自己的作品。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利民

2019东莞·鰜鱼洲新年诗会举行

石排独洲小学获

“小小科学家” 决赛8

金2银

近日，东莞市石排镇独洲小学派

出一支10名学生队伍，参加2018年度

“小小科学家” 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

体验活动决赛， 取得了8枚金奖、2枚

银奖的好成绩。

据介绍，本次决赛暨表彰大会由

中国发明协会中小学创造教育分会、

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体验活动组委

会主办，于2018年12月29日~2019年1

月1日在北京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

1800多名中小学学生参赛， 其中320

多人参加小学天文竞赛。

石排镇独洲小学的10位选手在

领队梁永恒老师的带领下，凭借扎实

的天文知识基础、灵活应变的思维能

力和娴熟的操作技巧在比赛中脱颖

而出， 在天文类项目中荣获8金2银。

其中梁艺彬、陈浪、邓烨曦、杨

镕

骏、

黄智泓、邓文韬、洪东阳、刘美静同学

荣获金奖；沈骆振豪、黄钰尧同学荣

获银奖。

另外，梁艺彬同学以全国第一名

的成绩荣获“未来科技之星”奖；独洲

小学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体

验活动示范学校”； 梁永恒老师被评

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体验活动优

秀辅导教师”。

据了解，石排镇大力支持独洲小

学打造天文教育特色，该校建成了小

学天文台， 完善了天文课室配置，天

文教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并计划建

设独洲小学天文广场。 梁永恒表示，

独洲小学将继续努力打造天文教育

特色品牌，加快天文校本课程开发步

伐，让天文教育成果惠及更多学生。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排宣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莎士比亚别生气》、实景舞台剧《托马斯

&

朋友

-

迷失

宝藏》……不少优秀精彩剧目将逐一亮相。 记者了解到，

3

月份东莞玉兰大剧院

将为观众奉上一波又一波的鲜活演出。 以下是部分演出剧目介绍。

玉兰大剧院精彩剧目等你来欣赏

演出名称：

《托马斯&朋友-迷失

宝藏！ 》

演出单位：

天津宝艺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演出时间：

3月15~16日（周五—

周六）20:00

简介 ： 根据全球知名的英国儿

童电视动画剧 《

Thomas&Friends

》 改

编 ， 《托马斯

&

朋友

-

迷失宝藏 ！ 》

中文版 。 这里有经验丰富的创作团

队 ， 有平易近人的鬼才导演 ， 等你

来欣赏。

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叶创成

演出名称：

《莎士比亚别生气》

演出单位：

开心麻花剧组

演出时间：

3月1~2日（周五—周

六）20:00

简介 ： 以戏中戏的形式致敬大

师 ，在众多莎剧中独树一帜 ，也是麻

花剧中前所未有的。 当罗密欧朱丽叶

复活 、当奶妈瞬间变主角 、当仇敌一

笑泯恩仇 、当宫廷乐变身摇滚 、当街

舞爱上芭蕾……和严谨的照搬经典

复排相比 ， 开心麻花的青年主创团

队，更擅长大胆活泼的颠覆性喜剧结

构。 导演吴昱翰说：“以前观众总是在

听我们讲故事 ， 看演员在舞台上表

演。 这部戏想给大家展示另外一种风

格，引导观众站在我们戏剧人的角度

去看一场演出，也相信他们会有不一

样的收获。 ”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 《莎士比亚别

生气》剧照。

《托马斯

&

朋友

-

迷失宝藏》剧照。

工程师为学生讲授模具设计课程。

莞城首部原创

都市情感话剧上演

昨晚，东莞莞城文化周末剧社非

职演员训练班2018年汇报演出暨首

部原创都市情感话剧———《她说》在

文化周末剧场上演。《她说》计划进行

三场演出，将安排ABC角版本。 昨晚

在文化周末剧场的首演，由文化周末

剧社的教师团队、专业话剧演员主力

完成教学版演出；第二场演出，将在

工农8号先锋剧场举行， 由文化周末

剧社非职演员训练班演员完成；第三

场演出，计划在东莞市文化馆实验剧

场举行，由文化周末剧社非职演员训

练班演员完成。

本剧是一部用女性视角讲述情

感故事的都市悲喜剧。 感情遭遇挫

折，唤醒了自强不息的人生路。 记者

获悉，该剧是由莞城文化周未剧社非

职演员训练班师生集体创编而成。文

化周末剧社非职演员训练班由莞城

文化周未工程办公室主办，于2017年

4月启动，是市镇共建文化品牌“先锋

集结号”的重要组成板块。“演员培训

班”面向社会公开招收爱好表演或有

表演潜质的青年朋友进行公益培训，

每年开启三期培训，每期招收30名学

员。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