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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中学戏剧团自编自导

《Hi,伙伴》登上全国艺术展演舞台
琅小创意“快闪”
向祖国“表白”

演员合影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顾健 记
市十佳社团”称号。刁老师介绍，
者 李晨）日前，南京市金陵中学原 “目前戏剧团共有 20 名团员，学校
创校园剧《Hi，伙伴》作为南京市中
会外聘表演专家和本校教师共同指
学戏剧类唯一节目登上了全国第六
导孩子们。高一时从形体、舞台站
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的舞台。
姿、发声技巧等方面着手训练，高二
记者了解到，本次《Hi，伙伴》剧
起便参与排演话剧，每年还会举办
目从排练到全国展演有一年多时
专场汇报演出。
”
间，期间先后通过了市直属学校选
现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
拔，获得了南京市艺术展演特等奖、
育专业的胡陈喆钧是金陵中学 2017
江苏省艺术展演特等奖，一路过关
届毕业生，
她回忆起自己在戏剧社团
斩将，最终入围了全国艺术展演。 的蜕变，
感慨地说：
“尽管我是学习音
台上短短十几分钟的表演，背后凝
乐的，但对于走上舞台一直很惧怕。
聚着老师和同学们的辛劳付出，无
但是经过多次的演出如音乐剧、
话剧
论是平时社团活动课排练还是暑期
展演和每年六月份的社团专场汇报
的集训，大家都全心投入。
演出等，
我对舞台从一开始的恐惧变
“整场剧经改编后约 12 分钟，
成了接受，
到后来成了享受。
”
以 2022 年北京举办冬奥会为背景，
据了解，金陵中学还将戏剧团
讲述了几位同学竞选冬奥火炬手的
建设与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发设置相
故事。”金陵中学戏剧团指导老师刁
结合，发动全校学生积极参与。每
雪梅向记者介绍，
《Hi，伙伴》之所以
年成功在全校范围内举办戏剧节，
能屡屡获奖，除了同学们精湛的表
将戏剧元素渗透到日常教育之中，
演水平外，剧本中伙伴之间浓浓的
激发学生热爱戏剧、积极参与戏剧
友谊情也是吸引观众的原因之一。
表演与创作，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形
2018 年，金中戏剧团获“南京
成浓厚的艺术氛围。

8 岁叙利亚男孩用中文朗诵诗
“童心里的诗篇”
咏唱会巡演启动
扬子晚报讯（记者 王璟）
“我梦
想变成许许多多温暖的住房，为流
浪在外、露宿街头的人们，把风雨遮
挡……”这是 8 岁的叙利亚男孩哈
姆迪在金陵中学河西分校的舞台朗
诵《我的梦想》。
“ 童心里的诗篇”优
秀作品咏唱会巡演首站活动 5 月 10
号在金中河西分校举行。
据介绍，
“ 童心里的诗篇”少儿
诗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2019
年，
“ 童心里的诗篇”优秀作品咏唱
会在江苏省内 13 市巡演，首演 1 场，
每市 3 场，合计 40 场，目的是为了更

加生动的诠释诗歌的内涵，展现诗
歌的高雅魅力，将诗歌进行艺术再
创造，通过歌唱、表演、情景短剧等
方式，多维度立体呈现诗歌的思想
意义，金陵中学河西分校的首场活
动邀请了林妙可、优漫卡通、江苏城
市频道、江苏教育频道主持人和学
校的孩子们同台演出，同时“童心里
的诗篇”少儿诗会的主办单位相关
领导、诗人、专家、学者、媒体以及
13 市巡回演出的承办学校负责人
100 多人现场观摩，共同打造一场
诗歌盛宴。

扬子晚报讯 （通讯员 张文宜 记
者 李晨 摄影 罗皞 李浩铭）
“我和我
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5 月 10
日，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第五届体艺节在
南京奥体中心举行，全校师生用一场精
彩的快闪献礼伟大的祖国，用歌声和舞
蹈表达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教师团队和六年级学生近 500 人
参与表演，很震撼！”表演者之一、琅小
音乐教师王隽告诉记者，
“ 我们把对祖
国的情感寄托在歌声里，由自己来演
绎，
更有亲近感。
”
六（5）班的陈稷卿参与了“小主人
爱祖国”方阵的表演，
“我是祖国‘祖’字
中间一横那个方阵的一员，通过这次表
演，
不仅让我感受到祖国的伟大，
同时也
感受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分子。
”

琅琊路小学副校长胡志宏介绍说，
学校已经连续举办了 5 届体艺节，目的
是将体育与艺术结合起来，使得孩子在
强健体魄的同时感受艺术之美。

学生当“导游”，校长来答疑
十三中中招咨询会好贴心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张燕 记者
李晨）日前，来自南京各初中的毕业生
家长慕名来到十三中，亲身体验在大树
下读书的美好。
热情的年轻教师担任接待工作，让
家长们有序领取学校资料、中考复习资
料，用灿烂的微笑、周到的服务送上十
三中的第一张名片。高一学生志愿者作
为“小导游”，自豪地带领家长们认识他
们在十三中学习生活的场所。一路上孩
子们知书达理、热情阳光，用高素质送
上十三中的第二张名片。安静的读书氛

围、干净的校园环境、美丽的夏日风景
是学校为家长们送上的第三张名片。
招生咨询会上，南京十三中披露了
今年的招生政策：
2019 年普通高中计划
招生 680 人（最终以南京市教育局的通
知为准），包括体育特长生 14 人以及学
科特长生 29 人。
班级设置 14 个班，
主要
分为三个层次实施精准教学。国际高中
计划招生 100 人，其中第一批次 50 人，
第二批次 50 人。
学校将分两个层次安排
教学，
全面发展学生素养，
使学生在中国
的校园里享受到国际化的教育。

玄武中专技能节

揭开“金牌选手”
的养成秘诀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张晗婷 记
者 李晨）记者从玄武区 2019 职教周启
动仪式暨玄武中专第 11 届技能节上了
解到，该校今年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中获得 10 金，5 名学生晋级国赛。
一部分获奖学生凭借优异成绩被保送
至本科院校学习。
“中考填志愿时，我就抱着以后要
成为一名音乐教师的梦想，选择学校的
流行音乐专业。”玄武中专 2019 届毕业
生孙艺洲刚刚获得了江苏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声乐学生组的第一名，即将被
保送到南京艺术学院的音乐教育专业
读本科，
距离他的梦想，
又近了一步。

“在专业主课上，
学校一对一的教学
模式对我帮助特别大。我的老师林晖传
授了很多演唱技巧及舞台经验给我，还
依据我的嗓音帮我选择比赛歌曲。比如
唱歌时腰挺直，气息将得到更好的运
用。这些都成为助力我得奖的细节。
”
玄武中专常务副校长刘昊告诉记
者，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技能，学校
不仅重视竞赛，还想方设法提升课程的
含金量。
“ 比如我们学校今年与华为公
司战略合作，在软件技术五年高职专业
引进两类华为证书，学生有机会得到华
为工程师的指点，对于未来就业或升学
都有很大帮助。
”

公告
扬子晚报小记者团，隶属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下

苏腾策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自 2019 年 3 月 1 日

进行验证查询，查询方式：关注扬子小记者官微，点

属的扬子晚报，历经十多年发展，已成为江苏省有

——2022 年 2 月 28 日期间，在南京市江宁地区进行

击菜单栏“查询”后点击“会员查询”，输入报名的手

权威、有影响力的学生社会实践团体，很多学校的

扬子晚报小记者的招生、拓展、管理、运营等相关业

机号即可，凡查询不到的均不是扬子晚报小记者的

同学以在扬子晚报小记者周刊上发表文章、参与扬

务。同时，现向六合区、高淳区、溧水区、栖霞区、浦

正式会员。如在平常小记者维护过程中出现疑问，

子晚报小记者主办的各类活动为荣。我们目前已

口、江北新区诚招合作伙伴，有意可将相关材料发

也可通过官微进行咨询投诉，我们将第一时间给各

拥有扬子小记者成员数万余人，他们都是来自南京

至邮箱：49577761@qq.com，收到邮件后我们会同您

位会员进行回复处理。

市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优秀学生。

联系。

为了能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我们的小记者活
动中来，目前，除南京市主城区外，扬子晚报授权江

另，凡是加入扬子晚报小记者会员后，可通过
小记者官方微信：扬子小记者（微信号：yzwb-xjz）

特此公告！
扬子晚报
2019 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