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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直呼长知识

“看！公交车开进咱们学
校了！”11 月 19 日上午，郑州
公交一公司一车队联合郑州
市郑上路第二小学开展“公交
安全进校园 共建安全防火
线”消防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郑州公交一公司
安管人员用自身多年积累的
经验，结合学校发生的交通事
故案例，向同学们讲述了遵守
交通规则的重要性，普及了公
交车厢内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为确保小学生的出行安
全，工作人员还通过现场模拟

的形式，向学生们讲解了公交
车长视觉盲区、内轮差，并教
育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远离
大型车辆。

随后，孩子们排队走进公
交车厢，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
了公交车厢内的安全锤和应
急阀门的使用方法，带领大家
体验了应急逃生窗口的正确
跳法，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提高孩子们的防范能力，
让孩子能够有效避免伤害，远
离危险。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王钊

11 月 23 日，第四届全
国著名高中同课异构研讨
会 在 郑 州 外 国 语 学 校 举
行。本次会议由河南省基
础教育教学研究室主办，郑
州外国语学校承办，杭州学
军中学、深圳中学和雅礼中
学共同协办。

什么是同课异构？指
同一课程、同一教学内容，
由不同的老师根据自身的
教学风格、不同的学生、现
有的授课环境以及教学条
件，进行不同的课堂进程和
教学设计。

据了解，全国著名高中
同课异构研讨会是河南省基
础教育教学研究室和郑州外

国语学校倾力打造的高水平
交流平台，每年11月份邀请
国内四所著名高中参加，至
今已成功举办四届。

当天上午，杭州学军中
学、深圳中学、雅礼中学和
郑州外国语学校等四所名
校 9 个学科的 27 位优秀教
师，分别在 9 个会场分批进
行不同学科“同课异构”的
课堂展示。从陶渊明的《归
园田居》，到“国共十年对
峙”；从“电解质的溶解平
衡 ”到“ 世 界 洋 流 表 层 分
布”……讲台上，每一位授
课老师都根据自己的生活
经历、知识背景、情感体验，
建构出不同意义的教学设

计，呈现出不同教学风格。
当天下午，9 个学科的

专家教研员分别对上午的
课程进行了点评分析。此
外，所有参加活动的教师齐
聚学校体育馆一楼报告厅，
参加专家报告会。

参加活动的老师们表
示，“同课异构”凸显出每一
位执教老师的优势和特色，
同样的教学内容，却可以通
过完全不同的教学模式呈
现给学生，格外富有启迪
性，可以帮助自身开拓教学
思路，提升教学水平，提高
教学质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谭萍 通讯员 徐晗

11月23日，80余名大河
报小记者及其家长齐聚郑州
城外城陶瓷艺术博物馆的门
前，等待着大河报小记者培训
基地的授牌仪式。

活动现场，虽然气温不
高，但是小记者们的兴致高
涨。在大河报教育事业部总
监向郑州城外城陶瓷艺术博
物馆副馆长吴勇移交铜牌后，
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今后，
大河报小记者将在郑州城外
城陶瓷艺术博物馆深入学习
陶瓷艺术知识，为传播中原
优秀文化增光添彩。

授牌仪式后，大河报小记
者分成两组，开始了学习陶瓷

文化的社会实践课。走进博
物馆，只见展台陈列了自裴李
岗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
期的陶器、瓷器、玉器、字画、
铜器、石器等展品。

“大家知道为什么古代人
喝酒之前要先温酒吗？”讲解
老师问。“酒太凉，喝了怕拉肚
子吗？”小记者的回答引得大
家哈哈大笑。老师笑着回答
说：“不是的，古代的酒都是蒸
馏酒，刚酿出来里面会有一种
毒素，需要先加热，把酒中的
毒素给蒸发出来。”

活动后，小记者说：“我要
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爸爸
妈妈听。”

“看，这个陶俑吹奏的乐
器好奇特啊！”

“呀，这个陶俑的样子看
起来不像是我们国家的人。”

11月24日，100 余名大
河报小记者分成两批走进郑
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参观学习
正在展出的“丝路天籁——汉
唐宋元丝路乐舞文化展”。

走进展厅，小记者们就被
栩栩如生的陶俑、色彩艳丽的
容器所吸引。博物馆讲解人
员尚聪颖对小记者们提出的
问题给出了解答：“大家看到
的这个乐器，陶俑双手各持一
支簧管乐器排成V字形，管上
有数个双开小孔，管底不封
口，两支管的哨片同时置于口
中，这是古希腊原始乐器、现
代管乐始祖——阿夫洛斯
管。”

而对大家关心的陶俑是

哪国人，尚聪颖告诉小记者：
“这个展览展出的是中西方文
化交融的一些作品，其中的乐
器也是丝绸之路上各个国家
的代表乐器。比如这套乐舞
俑，两位女乐佣伴乐，一名西
域胡人男子正在跳舞，跳的正
是中亚传来的舞蹈。”

活动中，讲解员雷明雅介
绍说：“此次展览由五个单元
构成，共展出汉唐宋元乐舞文
物280多件（套）。”

活动后，郑州大象陶瓷博
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展览，系统地叙述了1000多
年间中西乐舞文化交流融合
的基本情况，希望通过小记者
的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孩子们
对于陶瓷文化知识的学习兴
趣，了解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基
本脉络。”

为切实守护孩子安全，
普及少年群体自我保护方
法，11月23日，郑州市中原
区特色实验小学联合大河报
小记者运营管理中心，邀请
郑州市特警三大队队员走进
校园，“手把手”教孩子自我

保护的方法。
“面对危险分子，不要害

怕，手中的书包就是最好的
防护武器。”特警队员赵兵的
开场语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
心。“当危险分子手持利器要
对你进行人身伤害的时候，

会有两个动作。一是砍，这
时你要双手伸直，举起书包
挡住砍向你的利器。第二个
常见动作是捅，当看到对方
有这个意图时，手中的书包
要向前推出，挡住利器。”

“大家挡住对方的攻击
后，要迅速把书包扔向对方，
转身快速跑向安全区域。”赵
兵讲完后，现场和特警队员
陈涛一起进行了实景模拟。
当小记者们亲身体验时，才
发现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
要勇气、技巧。

面对危险分子，如果手
中没有书包该怎样自我保护
呢？特警陈涛和赵兵又教给
大家几招简单的擒拿格斗
术，并让小记者实际体验。

活动后，带队老师告诉
大家：“防护术只能面对危险
的时候使用，千万不能拿同
学做实验，以免误伤。”

2018年公安消防部队
集体转制，组建了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11月24日，
大河报小记者走进郑州市高
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感受消防
救援队伍的初心坚守。

下午两点，天空中飘着
细雨，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
的队员刚刚出警归来，100
余名大河报小记者看着疲惫
的队员们，送以敬意的目光。

消防队员们带着小记者
走进宿舍，只见床上叠着整
整齐齐的“豆腐块”，洗漱台

上个人用品整整齐齐。“叔
叔，你们平时训练那么辛苦，
怎么还把内务做这么好呢？”
消防队员说：“这是我们一贯
的纪律要求，虽然现在改制
了，橄榄绿变成了火焰蓝，但
是我们的纪律条令不仅没有
放松，反而要求更严格了。”

消防队员不仅承担了灭
火重任，市民们碰到难题，都
会拨打“119”寻求帮助。在
消防救援装备车辆中，有一
辆车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

只见车上有千斤顶、液压钳、
救援包、断电剪等各种各样
的设备。“像一个百宝箱！”一
名小记者感叹。

郑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
队大队长刘凯表示：“改制一
年来，我们始终践行习总书
记授旗训词精神，对党忠诚、
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
民。我们将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实际行动当好
党和人民的‘守夜人’。”

公交安全进校园 共建安全防火线

郑外上演同课异构“对对碰”

郑州城外城陶瓷艺术博物馆
挂牌成为大河报小记者培训基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大河报小记者走进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
看，丝绸之路中西方乐舞文化交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书包防护术、擒拿格斗术……
特警“手把手”教孩子自我保护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荆迎佳 文图

听，消防员出警归来谈初心
大河报小记者为消防员使命感点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罗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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