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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梅迎春

朔冽寒凌岁末频，携霜裹雪喜盈门。
江梅傲立参天笑，渐进东凤细草闻。
百里清香千朵艳，十足妩媚万民珍。
高洁品质骚人赋，雅韵芳姿醉紫宸。

春意

日暖风和地气扬，岚烟紫雾玉盘梁。
千村沃野复萌动，万亩良田粟起秧。
细柳新芽枝上绿，倾情老燕栈边忙。
江南塞北出锦绣，海内神州醉彩妆。

四月

芳菲四月展娇容，照殿桃妖蜀客红。
岸柳绦帘濡雨得，征帆远影叱风同。
相思落瓣飘天外，碾作尘泥守土中。
乳燕雏莺歌自乐，姚黄魏紫慕英雄。

桃花

东君唤醒玉桃仙，绽放枝头贲美颜。
粉面娇姿堆万树，幽香沐露绘千川。
嚼文赋句说妍媚，舞墨挥毫画锦帘。
四月芳菲烟柳共，骚人雅士醉桃园。

清明

弇缤纷绿 杏拂春，柳舞黄盈燕剪云。
万朵香妃开次第，千蛱彩翅伴东君。

塚风尘老 冥烛祭，雨泪新词悼故魂。
血浴昨昔犹在目，英雄赤胆定乾坤。

春色

东君渡过玉门关，李杏约桃看柳烟。
碧草掀开银雪被，黄花抖落玉冰帘。
江南遍野秧苗壮，塞北连天麦浪翻。
纵贯神州千万里，金风玉露兆丰年。

月影

玉镜枝头映眼眸，清风抱柳鸟啁啾。
黄花点首参宫阙，绿水欢歌荡渡头。
美酒一壶邀月兔，嫦娥复舞醉西楼。
疏枝靓影银光泄，浩渺清波雅韵稠。

游春

几缕清香四面飘，三千雀鸟九方聊。
绵柔细雨涤枝朵，劲节清风舞柳绦。
遥听落瓣悲声怨，近看飞蝶戏桃夭。
野趣千姿几多惬，最是笛音漫山缭。

说兰

脱俗雅韵一丛兰，水墨丹青几世缘。
九道青岚千丈玉，百里花香万古传。
价重拾金春易买，才高八斗景摩难。
描情写意文人事，往古从今舞墨笺。

国花

富丽倾国几树花，瑶池坠落一仙葩。
雍容大气无一比，玉韵天香世代夸。
色艳端庄开锦绣，嫣红紫绿动京华。

千娇百媚承恩露，洛水神娥傍彩霞。

落花时节

草长莺飞映古桐，群芳退隐绿葱茏。
红蜓惬意荷尖立，翠鸟舒翎唱柳丛。
卵杏盈枝堆笑脸，仙桃满树染朱彤。
鎏金稻麦接天浪，沐露扶风幻彩红。

山竹

空山雪覆雀鸦鸣，雾绕幽篁话真情。
万径天梯萧瑟寂，千峰玉带挂冰凌。
迎风绿浪复长笑，沐雨盘根固有形。
四季常弹瑶鼓乐，八方荟萃聚群英。

仙境

露挽朝霞览大川，松涛鼓乐响龙泉。
林深影漏珠光泄，草绿枝盈雀鸟欢。
古道通幽仙雾绕，云梯曲径曳轻岚。
仙都丽境神向往，水秀山明是江南。

鹧鸪天·春

雾绕弥山赛美裙，妖娆妩媚醉三春。暮雨
催开桐叶绿，晨风漫卷柳绦纶。

湖堤上，燕剪云，老牛田间正耕耘。花枝招
展青葱伴，西子水畔看佳芸。

喝火令·江南春

细雨柔丝坠，清风慢渡江，柳帘浮动惹花
香。蝶共燕舞颊岸，欧鹭荡舟旁。

梨白瓣纷落，桃红又彷徨，游人鱼贯秒拍
忙。同赏春情，同赏好风光，同赏江古镇，诗意
在水乡。

相见欢·江南春月夜

灵山苏堤啼鹃，柳如烟。春到东风过处绿
如蓝。

湖水畔，古渡边，笑声连。明月当空，对影
好缠绵。

踏莎行·九州神韵

如此多娇，分外妖娆，大河上下瑞气飘。九
州穹壤紫雾缭，中华域内梦缘绕。

打虎除妖，威震壤霄，丝绸之路玉带飘。民
族团结尽舜尧，保疆御寇显雄骁。

长相思·盼春

清风拂，淡扫雾，情深意厚两心系。无奈相
思雨。

情一缕，在心底，寒烟枯柳梦何期？期盼春
来续。

行香子·月夜

月照西楼，蛙鼓虫啾，绿荷漫舞碧波皱。微
濛风拂面，窈窕杨柳，夜色缥缈。雾空 ，花影幽。

夏夜无眠，梦短神游，时光泄，情意还稠。
回首凝眸，遥路情愁，凝蹙眉头，心郁结，断肠

柔。

张跃霞诗词选
张跃霞，女,著名诗人,中国共

产党党员。祖籍山东,现定居上海。

1977 年—1994 年在贵州省六盘

水市水城矿务局工作。曾任教师、

科长、支部书记等工作。退休后于

2014年开始走上了写作之路。至

今已写了两千多首诗词。大部分

发表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网络

媒体。第一本诗词《彩霞诗词》已

出版。第二本诗词《四季花香》准

备在 2021年出版。

2018年以来多次在国家级诗

词大赛中获奖。系中国诗歌学会

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诗

书画家网艺术家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副理事长、中马文学艺术研究

院理事、特邀教授。中国人民艺术

家、中国诗书画家网高级诗词家、

中国散文网高级诗词家。

韩炜烨诗词四首
夜岚辞

长夜孤寂清晖寒，

梧桐瑟瑟拥流岚。

满篇醉 一砚憨，

饮江河 望千山，

独游四海何需还？

唯我沧海扬孤帆。

记长安初雪

扰扰败木舞朔风，

纷纷白羽染暮城。

上京早知灯酒盛，

不见西都寒雾浓。

离时常患秋裳短，

归来复换新玉琮。

旧曲未兴今宵梦，

小雪才喜未归鸿。

忆 雪

半斛飞霜半樽风，

素雪无声暮霭中。

朔气盈杪惊寒鸦，

白羽凝江寂鱼龙。

孤鸿飘摇残烟外，

长庚初晓晚晴空。

耆卿何为长凄恸？

杨柳江岸絮千重。

寄相思

相思真如毒蚀骨，

寂寞也似霜飞雪。

霜飞雪，落西江；

长相思，犹未绝。

思君常如西江月，

此夜正满何时缺？

棹起长安下河渭，

飞渡千山一梦觉。

海风
高旖萱 11岁 北京

听，是谁在海风中唱歌？

是谁？是它，在海底欢乐的动物们。

听，是谁指引着潮汐？

是谁？是它，在海底被困的精灵们。

潮汐犹如它们的眼泪，向大自然母亲诉说着。

听，是谁在海风中吹海螺？

是谁？是它，大自然母亲发现了

她可怜的孩子们和弱小的生命。

听，是谁在海风中唱歌？

是它，还是它，只是欢唱的意义不同。

是谁在海风中吹海螺？

是它，伟大的大自然母亲，对孩子们作亲切的问候。

聂村小学开展学习雷锋公益实践活动

日前，淄博经开区聂村小学开展学习雷锋公益实践

活动。

活动中，学校每个班级召开了“学习雷锋精神”主题

班队会，宣读“争做当代小雷锋”倡议书。随后，队员们走

出校园捡拾路边垃圾，营造“学雷锋，做好事”的氛围。大

家表示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集体，为营造和谐社

会氛围努力贡献力量。 （张继芳）

新华学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为践行文明志愿服务精神，日前，淄博市张店区新

华学校开展“学雷锋·清厕所·美校园”志愿服务活动。

本次志愿服务活动，主要是刷扫厕所、清扫校园环境卫

生和校门口花坛卫生三部分。全体教师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劳动，净化、美化了校园卫生环境。据悉，该校定期组

织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

（孙即锋）

昆山学校开展校园植树活动

为增强师生绿化意识和环保意识，日前，淄博市淄

川区昆山学校开展了以“许美好愿望，献绿色爱心”为主

题的植树节活动。

学校领导在升旗仪式上讲解了植树节的来历、植树

造林的意义，并组织师生在学校“怡慧园”种下了邢老师

提供的芙蓉葵树苗，为校园增添了勃勃生机。

（高翔）

罗村中学开展教师硬笔书法培训

为打造书香校园，近日，淄博市淄川区罗村中学开

展教师硬笔书法培训。

在培训过程中，老师们从汉字的演变、结构、特点及

楷书、行楷点画的写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学习，欣赏了

历代名家的书法作品，同时启动教师硬笔书法百日竞赛

活动，培养了教师的书法兴趣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提

升了教师基本功和国学素养。（王清华）

沣水一小开展春季教师培训活动

为提升教师职业素养，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第一小学开

展春季开学教师培训活动。

培训内容包括心理健康专题活动和关于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趋势的讲座。培训中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互动精彩，调动了教师们的精气神，为教育教学工作打

下了基础。（马明静）

南韩学校争做植绿护绿好队员

日前，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南韩学校组织少先队员

开展了“拥抱春天，呵护绿色”植树节主题实践活动，争

做植绿护绿好队员。

活动中，队员们在老师的组织下，纷纷拿起水桶、树

苗、小铲子，在校园内忙碌起来，有的植树苗，有的为树

木浇水，有的为树木除草，还有的种下花苗，成为校园里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宋婷婷）

罗村镇实验小学开展课后服务暖人心

近年来，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实验小学坚持开展课

后服务，通过开设各种特色课程，关注学生全面发展，让

教育更有温度。

截至目前，该校开展了作业辅导、足球、书法、阅读、

排球、美术等课后服务项目，让学生自愿选择报名。学校

挑选有特长的老师参与课后服务，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使课后服务更加实效、更加精彩。（李芳）

千峪学校举行“快乐童谣”朗诵比赛

为给学生营造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打造书香班

级，日前，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千峪学校举行“快乐童

谣”朗诵比赛。

活动中，该校 30名精神抖擞的小选手迈着轻松的

步伐依次走上讲台，用慷慨激昂、幽默诙谐、深情款款的

朗诵，赢得现场掌声不断。（刘颜）

乳山寨镇中心幼儿园举行“趣玩影子”创意美术系

列活动

为了进一步开展创意美术活动和科学启蒙教育,促

进幼儿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发展，培养幼儿科学学习兴

趣和探究能力，近日，乳山寨镇中心幼儿园举行了“趣玩

影子”创意美术系列活动。活动分系列进行，先是引导孩

子发现影子，然后让孩子跟影子玩一玩，探究并学习光

影之间的科学联系,最后，进行创意美工活动，整个系列

活动包括“我与影子玩游戏”、“影子的妙用”、“影子的创

意美工”三个主题，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地让孩子在影子

的玩耍、探究、创意美工等活动中，习得光影中蕴含的科

学知识，寓教于乐，践行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原则，为幼儿

的科学启蒙教育奠定基础。

王丹丹（乳山寨） 胡淑红（大孤山）

如何在音乐教学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山西省新绛县横桥中学 梁杰英

音乐是一种运动的艺术，表现的艺术，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要尽量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借用投
影仪、录像、影音等艺术表现形式生动形象直观地把
内容、题材、情绪表达出来，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表现欲望。当前在新课程改革中，我的课堂我作
主。
一、让初中生感受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
传统文化倾重于中庸，天人合一。孔子的“克己

复礼”，老子的“道常无为而不为”，体现“和、淡、空、
静”的理念。中国的传统音乐受到“儒”、“道”哲学思
想的影响，重视单线延伸，蜿蜒游动的横向线型织体
思维，努力单纯委婉，深邃渺远的富有韵律感的音响
效果，在表现形式上以线条横向展衍为主；在表项内
容上，以表意为主。例如：《春江花月夜》就是一首借
景写意，以景抒情，表现心物和谐，物我两忘，天人合
一的意境。把人的精神品格糅入到音乐之中，又把音
乐融化进人的心灵感受中，使人获得一种幽深的感
悟，让学生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
二、开发初中生的音乐潜能
音乐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音乐艺术的教

育，是对学生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音乐教育从本质
上说是一种审美教育，只有当音乐教育真正遵循着
音乐艺术教育自身的规律来实施时，音乐教育才能
成为审美教育。因而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应努力创设
适宜每个初中生音乐潜能开发的音乐教育环境，以
促使初中生音乐智能的开发，推动学生各方面和谐
发展。在教学中发现：在个体可能具有的所有天赋
中，音乐天赋是最早出现的，在幼儿期内，正常的儿

童又能唱又能咿呀学语，他们能发出个别的音，产生
起伏的式样，甚至能模仿别人所唱的有韵律的式样
和音调，这说明初中生在幼儿期就具有音乐方面的
“前能力”。

三、激发初中生的音乐兴趣
在方式方法上，适合学生心理特征，灵活多变，

力求“生动有趣”，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到主动参
与中来。律动教学培养学生听到音乐后产生全身的
动力，通过身体运动对音乐加以反映，通过积极的参
与活动，促进对音乐的感受力、表现力及创造力的发
展。音乐课不同于其他文化课，有独特的学科特点。
学生往往不满足于安安静静地听音乐或是仅用歌声
来表达情感，而是跟喜欢用肢体语言来补充。边唱、
边跳、边欣赏、边表演，动静互补相辅相成。
在音乐游戏中，学生们随着音乐不同而改变着。

所以，在音乐中得到情感的升华。我在教学过程中，
安排了很多有意思的比赛游戏，让他们都能参与进
来感受音乐。比如：“课堂歌咏比赛”，“学校十佳歌
手”等等。
另外，流行歌曲与时代共存，带有强烈的时代特

征，更是一个巨大的音乐宝藏，是我们音乐教学可利
用的丰富资源。流行歌曲的优势显而易见，歌词浅
白，易唱、易记，配器效果鲜明，有感染力，创意新奇。
虽然流行歌曲中肤浅、媚俗的内容客观存在，但也不
乏积极向上脍炙人口的佳作。教师应细致筛选，通过
对作品的情绪、格调、思想倾向、人文内涵的感受和
理解确保为学生提供具有美好情感和正确价值观的
优秀作品。

韩炜烨：

笔 名 夜

霖，2003

年 4 月

29 日

生，陕西

西安人、

小 学 毕

业 于 陕

西 省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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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游戏在幼儿园
保育中的意义和做法

山西省翼城县北关幼儿园 张晓华

开展传统体育游戏，除了晨间活
动、体育教学、区域活动外，我们还利用
晨间入园时、课间等时间，积极开展传
统体育游戏活动。此外，我们还探索多
种教育途径，把传统体育游戏融入到日
常教学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挖掘、整
理、创新地方传统体育游戏资源，对搞
好幼儿教学，开发幼儿的智力，保障幼
儿健康成长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为
此，应尽可能多地发掘传统游戏资源，
以更好地搞好我们的幼儿教育。

一、传统游戏在幼儿园保育中的意
义

1、创设宽松的户外活动环境。我园
户外场地宽阔，草地成片、绿树成阴，柔
软的塑胶地非常便于孩子游戏、追逐。
我们在平整的水泥地、塑胶地上画上了
富有情趣的、五颜六色的“圆圈”、“方格
房子”等，孩子们在宽松的户外活动中，
幼儿的体能得到了锻炼，同时也激发了
幼儿游戏的兴趣，使孩子真正体验到了
游戏的乐趣。

2、创设丰富的室内环境。每班都有
传统游戏的活动，我们将传统体育游戏
内容有机地融入课程活动和晨间活动
中，幼儿每天可根据自主活动选择自己
喜欢的器械，尽情地玩耍，在富有民俗
氛围的、开放式的活动中，满足了不同
发展水平幼儿的需求，有效促进了幼儿
运动能力的发展。

3、不断培养幼儿探索精神。为培养
幼儿探索精神，在开展传统体育游戏活
动过程中，将一物一玩改为一物多玩，
有目的地组织幼儿进行探索一物多玩
的活动，让幼儿充分尝试各种不同的玩
法，引导孩子用各种方法游戏，发挥想
象与创造力；在“玩绳”活动中，绳子除
有多种跳法以外，还可以用绳子当小
河，玩过河的游戏，这些都是孩子探索
的结果，既增强了游戏的趣味性，又充
分发挥幼儿的创造性，培养幼儿自信
心，磨炼意志品质。

二、传统游戏在幼儿园保育中的做
法

1、游戏步骤的做法：首先应全面了
解幼儿，做好游戏前的准备工作；其次

合理选择游戏材料，调动孩子的积极
性；第三，精心设计游戏活动，灵活掌握
幼儿的活动量；第四，提高幼儿认知，形
成规则意识；第五，积极探索游戏指导
方法、提高活动的积极性；第六，重视游
戏的评价工作，培养幼儿的探索、竞争
意识。我园每月一次的传统体育游戏观
摩活动，一般采用自评和互评的方法，
找出游戏的利弊得失，提高了教师的教
育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

2、游戏内容选择上的做法：传统儿
童体育游戏的内容十分丰富，如能合理
利用还能激发幼儿活动的积极性，使户
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更具特色。传统
游戏如：“切西瓜”“丢手绢”等在游戏中
我们控制游戏的人数，把幼儿分成六至
七人的小组，尽量减少等待来加强活动
的强度和密度。如“造房子”游戏，我们
在发展跳跃的同时结合数的概念，设计
不同的格子让幼儿跳单数、双数，从 1
到 10顺着跳或倒着跳。来增加游戏兴
趣。“跳绳”“跳皮筋”这些传统的游戏，
通过幼儿的实践、创造，在幼儿脚下变
得多姿多彩了，幼儿想出了“走小路”
“拔河”等各种玩绳玩皮筋的方法，以及
双脚蹦跳、踏火车、单脚跳、反跳、两人
合作跳、跳大绳等各种跳绳方法；创造
出了单根、双根皮筋配上歌谣，随节奏
跳出不同花样：想出了三人、四人、多人
合作循环跳，同时创编出了分合跳等不
同方法。经过改编、创新的传统游戏满
足了幼儿个体的兴趣和需要，发挥了他
们活动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促
进了幼儿的社会性的发展。幼儿在户外
活动中，进行各种有效的身体练习，并
直接接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等自然因素
的刺激，这对幼儿骨骼的发展，呼吸系
统和神经系统的健康，体质的增强都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王海燕园长在幼教教研会上讲到：
传统游戏所涉及的领域是全方位的，教
师应该充分挖掘这一游戏特点所带来
的教育契机，而不只是单纯性地开展游
戏的传授。教师必须通过观察和反思，
在实际操作中给予幼儿启发，为幼儿搭
建创新的平台。

http://www.zhwjw.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