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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樊婷婷
通 讯 员 张海业

2019年全国信息学奥赛（CSP-J/
S）第二轮认证成绩日前揭晓，义乌代
表队成绩喜人：13名初中生获普及组
复赛（CSP-J-2）一等奖，4 名高中生
获提高组复赛（CSP-S-2）一等奖，义

乌市信息学奥赛成绩连续三年实现跳跃
式发展。

据了解，全国信息学奥赛由教育部
和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举办，是全国青
少年信息技术领域的最高水平比赛，是
全国五大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信息）竞赛之一，也是我国培养和选拔信
息技术高科技人才的重要平台。联赛分

为普及组和提高组两个组别，难度不同，
分别面向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同时，
联赛还分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初赛以
笔试形式进行，重在考察通用性的计算
机科学知识和算法原理，复赛以上机编
程形式进行，重在考察问题解决和算法
实现能力。

2016 年底开始，在市教育研修院

信息技术教研员张永光的带领下，义
乌市成立专门的课题研究团队，以省
级教研课题《信息学奥赛辅导与学力
提升》为抓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信奥
辅导教师。目前，义乌市已有 30 余位
信息学教师能够胜任初赛辅导，10 余
位教师能够胜任复赛辅导，科研成果
显著。

义乌信息学竞赛舞台大放异彩
17人荣获2019年信息学奥赛全国一等奖

通 讯 员 宗相佚
全媒体记者 樊婷婷文/摄

作为古代文人四艺之一的插花，
不仅仅是对美的追求，更多地承载了
古人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在义乌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90后“侍花姑娘”叶
思琦在2019年的职业技能大赛“艺术
插花”赛项中，相继获得省赛一等奖、
国赛二等奖的好成绩，用花草传达自
己对美的理解。

如今，叶思琦创办了花艺工作室，
从事中国传统插花培训工作，将传统
之美传递给更多人。

结缘花艺 在国赛中获奖

来自丽水的叶思琦去年毕业于义
乌工商学院导游专业。大一那年，叶思
琦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份花店兼职，她
说：“当时投了好几份兼职，最后只有
花店要我，机缘巧合之下就和花艺结
缘了”。

大二时，人文旅游学院的朱晨明、
钟林巧老师开始物色中式插花比赛的
参赛人选，叶思琦向指导老师毛遂自
荐。随着新中式家居风格兴起，北京、
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中式插花培训
应运而生并趋于成熟，然而这在义乌
市场尚属空白。为了了解最新的中式
插花业内动态，朱晨明、钟林巧两位老
师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前往杭州参加中
式花艺课程培训，回来后再把所学知
识传授给学生。

经过小半年的备赛，叶思琦在2018
年3月的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技能大赛

“艺术插花”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在2019
年 6 月的全国高职高专职业技能竞赛

“艺术插花”竞赛中获得二等奖。

醉心草木 一花一草皆成景致

从接触中式插花的那天起，叶思琦
对身边的一花一草更为留心。“一草一木
皆有灵性，就算是平时最常见的枯木也
能绽放出独特的雅韵。”叶思琦介绍，相
较于注重花卉外形、颜色艳丽的西式插

花，中式插花更注重造型，善于利用花材
的自然形态与空间相融合，凸显意境之
美。

冬梅傲雪、幽兰脱俗、夏竹坚韧、金
菊淡雅、白莲高洁……中式插花注重花
材的季节感，传达着时令美，但也给叶思
琦造成了不少困扰。

“中式插花的应季花朵比较难寻，比
如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荷花，运输、保鲜
都不容易，而且市场供货量小，成本高，
我们不得不找其他花材替代。”叶思琦
说，碰到这种情况，她就会上学校附近的

鸡鸣山对植物进行观察，寻找替代素材。
落在地上的枯枝、枯叶都可以是中式插
花很好的素材。

醉心草木的时间一长，进山成了叶
思琦每周的必修课，将草木融入生活，一
花一草皆成景致。

开展培训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插花在中国有着近3000年的历史，
这门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艺术在岁月的
长河中见证着历史的更迭、美学的发展
以及中国风土人情的变迁，在2008年被
纳入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名录。

作为中式插花的传承人，叶思琦感
受到了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一份重
任。她在备赛期间拜访了一些专家，调查
了义乌市场，发现义乌做传统插花及其
培训的机构几乎没有。“义乌的传统插花
培训市场潜力大！这是我的第一想法。”
叶思琦说，然而创业的困难也接踵而来。

“没有市场，也就没有需求。人们对
传统插花的了解有限，参加培训的意愿
也有限。”叶思琦说，创业最初的困局就
是如何打开传统花艺培训市场。在创业
初期，她会提供一些低价的团购培训课，
集齐一定数量的客人后再开班。从去年
6月至今，叶思琦已参与组织了近10批
培训班，培训人数近200名。

“我想凭借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
打开传统插花培训这扇大门，向更多的
人普及中式插花，传递传统文化之美。”
叶思琦说。

义乌90后姑娘在花香里传承国风雅韵

黄克庭/文 胡盛夏/摄

近日，浙江省机电技师学
院应用设计系第二届创意文化
节在操场举行。细雨、寒风阻挡
不了师生们的参与热情，16个
展位，数十名“摊主”，各种与专
业相关的创意产品争相亮相，
参观师生纷纷为精美创意喝
彩、点赞。舞台上青春飞扬，载
歌载舞；舞台下，整个足球场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俨然成了文
化创意的海洋。

“物境”设计展基于历史，
对话未来，各种设计元素叠加，
看点颇多；饰品展位上师生们
拿出了自己的精美作品，参观
者还体验现场制作的快感；图
书漂流摊位人满为患，1000多
本名著瞬间被同学们“抢”购一
空；文化产品展位带来了十余
种精美文创产品，送春联摊位

也是人气最旺的摊位之一，系
部邀请了几位书法特长的老
师，现场挥毫泼墨，为师生们写
春联，送祝福。

据悉，该校注重营造创意
环境，为点滴创意搭建展示平
台，通过创意——产品——展
示，让创意进课堂、进生活，让
创意具象化，在师生中树立创
意赢未来理念。本次创意文化
节是该校 2019 创意设计文化
的一次集中展示，既丰富了师
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更为学生
树立了坚实的信心。

“机电集市”兴起
通讯员张海业 全媒体记者樊婷婷

日前，记者从中国教育新闻网获
悉，2019年全国教师阅读随笔征文大赛
结果揭晓，组委会通过组织专家评审，
共评选出优秀随笔（个人奖）18篇及优

秀团体组织奖18个，义乌市塘李小学张
卉卉、楼笑和塔山小学刘青三位老师的征
文稿件在这次评选中脱颖而出，荣获优秀
个人奖，塘李小学、黄杨梅小学、毛店小学
和杭畴小学荣获优秀组织奖。

“全国教师暑期阅读随笔征文活动”

由中国教育新闻网主办，每年暑假前夕
启动，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一届。主办方结
合全国各大出版社、热心读者推荐的适
合教师阅读的优质图书作为书目，面向
全国教师征集暑期阅读随笔，旨在引领
教师读好书，在读书中领悟教育工作的

真切和美好，明确作为教师的责任与担
当，在读书中反思、进步，实现专业成长。

据悉，中国教育新闻网是中国教育
报刊社主办的以教育新闻为主的网络信
息传播平台，是教育部直属新闻出版机
构中国教育报刊社主管的网络媒体。

全国36个名额，义乌拿了7个

我市教师在全国教师阅读随笔征文大赛中获佳绩

通 讯 员 余雪光
全媒体记者 樊婷婷

1 月 10 日，省教科规划办
公布 2018 年度浙江省优秀教
科研成果奖获奖名单。我市有
4 项成果在评审中获奖，其
中，义乌中学的《普通高中分
层分类分项走班教学的实践
研究》、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

《基于儿童生活体验的童真作
文教学实践研究》等 2 项成果
荣获一等奖，幸福湖小学的

《舞在指间 美在纸中——农
村小学“剪纸·尚美”拓展性
课程开发与应用研究》、稠城

一校教育集团的《学会成长：
走向深度学习的小学生命教育
课程 SIPS 模式的探索》等 2 项
成果获二等奖。

据了解，为促进我省教科
研工作的开展，进一步调动广
大教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总
结和推广教育教学实验改革中
的典型经验，省教科规划办开
展了 2018 年度浙江省教育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活动。
根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管理的有关规定，经初审、复
审、学术不端检测、活页匿名评
审和专家会议评审等程序，全
省共有160项成果获奖。

我市四项教科研成果
获省级大奖

通 讯 员 余雪光
全媒体记者樊婷婷

记者日前从金华市教育局教研
室获悉，我市稠州中学教育集团学
生在2019年第27届全国中学生英语
能力竞赛中喜获佳绩：该校两个校
区选送的 214 名学生在比赛中获奖。

其中，城南校区的潘怡如、张毅阳、冯
冠翔，丹溪校区的董尚善、胡心怡、张
新宇等 62 人荣获全国一等奖，另有 84
人获全国二等奖、68 人获全国三等奖，
学校荣获优秀组织奖。该校无论是一
等奖总人数，还是获奖总人数均稳居
金华赛区第一。

这是稠州中学教育集团自组织学

生参加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活动
以来获奖成绩最好的一次，充分展示
了学校推进英语课堂教学改革的优异
成果，同时也是对该校多年来精心打
造国际理解特色课程实际成效的一次
大检阅。

据悉，第 27 届全国中学生英语能
力竞赛由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中国

分会，和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
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英语辅导报社和
考试与评价杂志社承办。竞赛分初赛和
决赛两个程序进行，初赛和决赛均由全
国统一命题，内容包括笔答和听力两部
分。赛题既考查中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又侧重检验中学生的英语
综合运用能力和智力水平。

稠州中学教育集团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创佳绩

日前，义乌市苏溪镇中
心幼儿园举行亲子游园活
动，“年年有鱼”“小青蛙跳荷
叶”等民俗游戏受到了幼儿、
家长的欢迎。图为民俗游戏

“猪八戒背媳妇”现场。
通讯员 徐佩 龚琴娟 摄

1 月 8 日，夏演小学开展
以“讲诚信故事 晒诚信格言”
为主题的义乌诚信日系列教
育活动。各班筛选出优秀的原
创诚信格言、诚信小故事作
品，通过展板展览的形式呈现

给全校师生。
此次活动的开展，使孩子

们进一步明白了诚信的含义和
重要性，懂得诚信是做人的基
本准则。

通讯员 张琳琳 王丹薇摄

通讯员 虞红微

1 月 10 日，由义乌市文化
局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展在义乌市火车站拉开帷幕，
廿三里第一小学的老师们带着
特色微型风筝亮相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一只只造型精
美、色彩亮丽的风筝显得格外醒
目，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

“现在手工制作的风筝在放
飞场地很难找到，做工这么精致
的风筝也很难得……”现场一位
市民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廿三里有着悠久的风筝制
作历史，廿三里第一小学是非

遗项目“风筝制作”的教学传承
基地，一直致力于非遗项目的
传承与发展。此次展示的15只
微型风筝和 20 只十字风筝都
是学校教师和学生一起设计创
作的。这些微型风筝由于制作
工艺比较复杂，可以说是风筝
制作中的“微雕”之作。

据悉，此次展览中精选的
风筝作品囊括两大特色：一是
融入了“剪纸”元素，将剪纸和
风筝两项非遗项目进行结合；
二是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用风筝这种中国传统民间
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

风筝非遗传经典

日前，伴随着“嘭”的一声，
一年一度的稠城一校教育集团
传统“欢乐中国年”活动开始
啦！雪白的爆米花出炉，年味也
渐渐浓了。喜气洋洋、充满创意

的斗方，传递的不仅仅是一声
声节日的祝福，还有对美好生
活的梦想和憧憬，更多的是对
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通讯员 张静丁淳刚 摄

叶思琦（中）与指导老师合影

民俗游戏
亲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