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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新城特搜

张灯结彩辞旧岁，龙腾虎跃贺新春！ 令人难忘的 2020 年已经过

去，2021年怀着希望向我们走来。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猎德街道辖区

各校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一起来看看吧！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严楷智 田爱群

猎德幼儿园：幼狮欢喜贺新春 强身健体过大年

2020 年 12 月 29~31 日，广州市天

河区珠江新城猎德幼儿园举办了“乐运

动·悦成长”第六届早操展示暨迎新运

动会，孩子们以舞龙、舞狮、体能 PK 等

形式辞旧迎新，给新年带来美好祝福。

猎德小狮子迎新春

在新年前一天， 是猎德幼儿园大

班级幼儿比拼的日子。 这一天，大班级

的宝贝们都换上了特别的服饰。 红的、

黄的、蓝的、橙的……小朋友们摇身一

变成为五彩缤纷的小狮子， 为在场观

众展示了具有班级特色的醒狮操。

各班体操展示后， 紧接着进行了

班级特色体能展示。 大班

小朋友们打篮球、跳绳、健

身操，以及模仿红军攀高跃下、匍匐前进、

跨越障碍等高难度动作，都不在话下。

场边的啦啦队也毫不示弱， 纷纷

向着小伙伴们大喊“加油”“本班最

棒”！“地表最强”的家长“粉丝”们也戴

上各式头饰，或擂鼓助庆，或拿出长枪

短炮，记录着孩子成长的难忘瞬间。

幼儿九项体能大比拼

接下来，幼儿运动会正式开始。 小

朋友们进行了九项体能大比拼。 该环

节共有双脚连续跳、单手拍球、立定跳

远、投掷、10 米折返跑等九个体能比拼

项目。 幼儿们通过抽签，确定自己最终

参加的比赛项目， 最终实现战胜自己

的目标。

小朋友都如此拼搏， 爸爸妈妈怎

么能示弱呢？ 一场大人间的比赛即将

上演。 在场孩子妈妈和老师们分成两

队， 进行了一场拔河比赛。 其中一方

以 2:0 的结果胜出。 大家虽然很累，

但很尽兴。

“非遗 +体能”教育是重点

2014 年 2 月 17 日，按照省一级幼

儿园标准建设， 天河区珠江新城猎德

幼儿园开办，今年迎来七周岁生日。 猎

德幼儿园一直是猎德社区配套幼儿

园，多年来得到猎德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和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在物资和

人力上的支持。

猎德幼儿园也担起了传承猎德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任，通过组建幼狮队，

走进省市区文博机构，在园内举行“龙

舟画花”“旱龙舟”“沙雕龙舟”“自制龙

船饼”等亲子民俗体验活动，提高猎德

幼儿的文化认同感， 进一步传承优秀

民俗文化。

在活动上， 猎德居民周先生告诉

记者， 儿子今年就要在猎德幼儿园毕

业了， 孩子参加了各式各样传统民俗

活动， 学习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 在

玩中提升体能， 在这里快乐成长。

对于新的一年， 猎德幼儿园园长

陈蓓蓓表示， 为追求天河区教育局提

出“幼有善育、 学有优教” 的目标，

猎德幼儿园将继续扎扎实实办好教

育， 让孩子成长， 让家长放心， 让社

会满意。

天河第一小学：展才艺建基地 丰富学子课余实践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天河

第一小学举办了“喜迎元旦 展翅追

梦” 系列庆祝元旦活动， 并与广州

体育文化博物馆签订了共建爱国主

义教育的基地的协议， 未来共同开

展天一学子社会实践和体育运动项

目。

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天下午， 广州市天河第一小

学与广州体育文化博物馆签订了共

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的协议， 共

同筹划今后共建的工作。

双方希望， 签约之后， 双方将

进一步丰富天一学子的社会实践和

体育运动方式， 更好地传承爱国主

义精神， 传扬顽强拼搏、 勇于追梦

的冠军精神。

“天团” 展才艺秀成果

与此同时， 天河第一小学举办

了线上艺术节汇演活动， 全校学生

观看了校方及各班“天团” 艺术团

体的才艺汇演视频。

汇演集中展示了该校在 2020 年

广州市第五届“羊城美育节” 天河

赛区活动中的获奖作品。 在该次活

动中， 天河第一小学获得 5 个一等

奖、 4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接

着， 汇演展示了本学期“一班一

品 ” 的特色项目， 有丝丝入情的

民乐演奏 、 有声声动人的弦乐演

奏 、 有感人肺腑的语艺表演等。

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 学生们感受

艺术的魅力， 感悟努力付出才有收

获的道理。

环保运动欢乐游园

汇演活动结束后，各班级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 在操场里，一

二年级参加“喜迎元旦乐游园 环保

运动欢乐行”活动，进行投壶、射箭、

垃圾分类、投篮等趣味游戏，小朋友

们收获了丰富的奖品。

三年级举办“‘豆’你玩———五行

五豆图”讲座。 同学们通过参与中医

药文化进校园实践课程，了解关于五

行和五种豆子的营养知识，进一步了

解中医文化。

四五六年级在班级里开展游园

活动，通过成语接龙、飞花令、对诗

句、辩论、科学小达人等游戏，让学生

在欢乐的氛围中获得知识，感悟知识

带来的快乐。

广州市南国学校：

快乐语文趣探究

项目学习促提升

近日， 广州市南国学校初三年级

举办了以“诗意南国 品味青春”为主

题的诗歌朗诵比赛。

此次比赛分为班级初赛和年级决

赛，选出六组学生参加决赛，诗歌跨度

近代和现代。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和背

景，初三（4）屈琳玲、邵泳熙、姚燕滨、

林晓东等几位同学朗诵的《读中国》拉

开活动序幕。 此后，《再别康桥》《铁窗

里》《追梦》等首首诗歌，都表现了同学

们对祖国的爱戴和对生活的热爱，让

台下观众都沉浸在诗歌的海洋。

南国学校中学部党支部书记田爱

群、 级长毋慧荣及多位语文老师担任

了本次比赛的评委，从思想内容、表现

风格、精神面貌、朗诵能力、艺术处理

等方面进行评选和点评。 经过激烈的

角逐，初三（1）班表演作品《祖国啊，我

亲爱的祖国》和初三（4）班表演作品

《读祖国》荣获本次比赛的一等奖。

据了解，“诗意南国 品味青春”诗

歌朗诵会既是南国学校初三学子风采

展示的舞台， 也是南国学校语文活动

周的重要成果之一。 该项目让孩子们

在合作探究中自主欣赏诗歌作品，在

朗诵中感受诗歌艺术的特点并尝试创

作小诗，获得文学审美的熏陶。

“诗意南国 品味青春”主题诗歌朗

诵比赛现场。 通讯员供图

猎德幼儿园“小狮子”贺新年。 小朋友擂鼓展示才艺。 小朋友体能比拼。

小朋友展示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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