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东莞时间网 www.timedg.com

□编辑/时和懿 □视觉/何淑英 □校对/张树华综合04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本报讯 （记者 甘劼伟
通讯员 许楚翘）近日，长安
镇报送三首原创歌曲参加
2022 年东莞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原创文艺作品征
集活动，获得1银2铜奖项，
这也是近年来在音乐创作
方面取得的最好成绩。其
中，《生活那些滋味》获得银
奖，《茅洲河夜歌》《说好再
见》获得铜奖。

本次获奖极大激发了长
安音乐爱好者的创作热情，
长安音乐家协会也将定期
组织会员们开展原创歌曲
沙龙，邀请专家授课指导，
争取在原创音乐领域再获
佳绩。

本报讯（记者 甘劼伟 通讯
员 李宏亮 李雄伟）“长安运动员
在省运会中敢打敢拼，信心满
满！”长安武术队教练李占锋说。
在近日举行的广东省第十六届运
动会武术套路比赛中，东莞市长
安武术队队员们在赛场上赛出了
风格，赛出了水平，代表东莞拿到
1银 1铜团体总分第五名的好成
绩。

据了解，长安武术队共有22名
运动员参与角逐本届省运会，其中，
选手徐皓俊在男子乙组比赛中勇夺
自选南刀&南棍全能第二名，自选
南拳第三名；徐亦俊在男子乙组比
赛自选刀术&棍术全能斩获第四
名，自选长拳第五名。另外，在女子
乙组比赛中潘童莹获得自选太极剑
第四名，太极拳第七名；女子丙组规
定长拳&剑术&枪术全能项目中梁
宝茹获得第五名。

在团体赛中，长安代表队分别
获得乙组、丙组集体基本功第四名
的好成绩。

“通过这次比赛，看到了别的选
手的优点，知道了自己的不足。”队
员潘童莹表示，这次比赛比平常的
比赛都要有信心。面对接下来的训
练，要对自己有目标，好好地准备下
一场比赛。

记者在长安武术馆内看到，比
赛归来的队员们已经积极投入到
日常训练当中，据了解，参与训练
学员年龄在10岁至18岁之间，训
练项目呈现多样化。训练时段除
了周一至周五晚的常规训练之
外，周末时间学员们也要进行加
强训练。

“这次省运会中，长安武术队
运动员基本上都发挥出自己应有
的水平，运动员们也增强了信心，
体会到了比赛氛围。队员们还总
结了不足之处，希望他们在下次比
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长安武术
队教练李占锋说。

武术项目具有其特殊性，实力
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李教练
表示，好的成绩离不开刻苦训练
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更需要在
每次比赛后进行总结反思，取长
补短，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更严
格的训练。

长安武术队在本届省运会取
得不俗的成绩，也将吸引和带动
更多孩子参与到武术运动当中，
通过这项运动领略中华文化的
魅力。

本报讯（记者 甘劼伟）近日，
长安镇选堂大讲堂运动健康主题讲
座之“科学训练 健康奔跑”在长安镇
图书馆举行，吸引了运动爱好者积极
参加。

此次活动由长安马拉松协会策
划主办，邀请国家姿势跑法认证教
练、长安马拉松协会教练、林林跑步
训练营创始人吴林林授课。吴林林
在东莞运动圈相当有名，近些年在
国内顶尖的100公里越野赛事及马
拉松赛事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

课堂上，吴林林向学员们重点
讲解了跑前热身及跑后拉伸的要
点，还展示了正确跑姿，对肌肉发
力、脚步着力、身体倾斜度等发力点
逐一讲解，并对常见错误跑姿造成
的危害也做出了分析改进；她不仅
组织大家现场练习，还对动作的细
节、姿势等做了正确的指导。

接下来，长安马拉松协会健康

运动主题活动还将陆续举办。下一
场讲座主题是“全民运动、传递健
康、瑜您相约”，邀请资深瑜伽导师

娟子，对瑜伽拉伸与康复训练进行
讲解，将于9月25 日举行，欢迎更
多运动爱好者报名参与。

本报讯 （记者 甘劼伟 通讯
员 王远飞 曾瑞安）9月20日，2022
年长安镇公民办中小学班主任专业
能力大赛书面测试比赛举行，为班
主任提升专业能力搭建平台。

全镇公民办中小学校共22名
班主任，分小学组和初中组两个组
别进行了书面测试，测试内容包括
有关时事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政策
法律法规相应的题目，综合考查选
手们的思想修养、业务素质。

书面测试结束后，选手们接受了

赛前的培训，了解比赛流程及注意事
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答疑。

“为了提升班主任在带班育人
上的处理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笔
试过后还有能力大赛的现场比赛，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让
我们每位班主任通过这个平台学
习到很多知识。”金沙小学教师刘
丽云说。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长安镇宣传
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主办，镇教育管
理中心承办，结合国家教育新形势及

新时代班主任的综合素质要求，以当
前学校德育工作中遇到的真实情境
和困惑，或当下热点话题为背景材
料，“书面测试”“劳动主题班会课实
录”“带班育人方略”“情景答辩”等环
节，进一步提升班主任的专业能力。

此外，小学组和初中组的现场
比赛环节将于9月23日举行，最终
将评选出各组别的一、二、三等奖及
单项奖，各组别获得一等奖的选手
将代表长安镇参加2022年东莞市
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大赛。

本报讯（记者 甘劼伟）在第38
个教师节期间，长安镇146名教师
被认定为“东莞市第五批教学能
手、班主任能手”，其中，初中33名，
小学91名，幼儿园22名。在特殊
教育、综合实践、家庭教育指导等
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被认定为教学能手的老师为思
想政治素质好，具有良好师德表现，
有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强烈事业心
和责任感，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业

务能力，有积极钻研、开拓创新、不
断进取的精神和良好的合作意识，
有明确的个人专业发展目标等。

一年来，全镇教育战线勇担培
育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跑出了
长安教育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不断深化“品智教育 特色发展”
的发展思路，全镇构建“五级”教
师培养体系，培养青年教师迅速
成长，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进程，
为基础教育锻造了一批能够在教

学领域起到引领作用的骨干教师，
为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提供了
强大动力，为长安镇高质量发展提
供人才支撑。

下一阶段，长安镇将推进“品
智学校”培育工程，充分发挥教育
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辐射
带动整个区域的教育水平整体提
升，树立长安“品智教育”品牌，助
推长安教育向“高品质教育”的目
标坚实迈进。

长安三首原创歌曲获市文艺作品奖项
共获得1银2铜

陈灵，舞蹈专业，现就职于东
莞市长安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
公室，担任艺术活动组副组长，长
安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兼副会长，

去年加入长安合唱
团。负责长安
音协日常工作
的 统 筹 安 排 ，

个 人 参 加 表 演
及指导的文艺作品

曾多次获得省市奖项。
《说好再见》是一首写给在抗

击疫情中献出宝贵生命的每一位
英雄！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三

年，三年的抗疫路上有多少人在默
默无私奉献，甚至失去生命，才换
来当下的稳定生活。居家隔离、疫
情防控检查、全民核酸等已经成为
常态，人们习惯了与病毒共存的生
活。除了疫情突发时的武汉医生
李文亮、彭银华等，全国各地还有
很多和他们一样献出宝贵生命的
抗疫志愿者、警察、医护……向他
们致敬！山东女医生白晓卉、河
北疫情防控卡口焦洪宇、长春防
疫志愿者孙勇、黑龙江民警王晓
冬、天津警长乔良、云南民警赵志
龙……

“东莞市第五批教学能手、班主任能手”出炉

长安镇146名教师被认定

2022年长安镇公民办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大赛开赛

为提升班主任专业能力搭建平台

长安武术队队员登上省级擂台显身手

获团体总分第五名

■长安武术队共有22名运动员参与角逐本届省运会 通讯员 占有兵 摄

长安镇选堂大讲堂运动健康主题讲座开讲

认证教练教你科学跑步

知多D

王艺媛原名王培培，声乐专业，
现就职于东莞市长安镇宣传教育文
体旅游办公室，担任艺术活动组组
长，负责长安镇群众文化艺术活动
的总体统筹、策划、执行等工作。
2021年9月，当选为长安镇音乐家
协会会长，带领长安合唱团参加东
莞市第六届合唱节比赛，荣获镇街
院校组金奖、最受观众喜爱奖、优秀

老师奖、最佳指挥奖等荣誉。
《生活那些滋味》创作灵感来

源于每天上下班的路上，观察形形
色色的人群，用轻快的旋律和接地
气的歌词表达这座城市上班族和
外来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状态，鼓励
人们勇于面对困难、积极向上、乐
观前行，酸甜苦辣才是生活原有的
滋味。

李泓现就职于东莞市机电工
程学校，中学音乐一级教师，毕业
于华南师范大学音乐教育系，广
东省合唱协会会员，东莞市长安
镇音乐家协会副会长。爱好词曲
创作、编曲、录音、混音、音乐制
作、数字媒体等。

茅洲河属珠江水系，为深圳
与东莞的界河，多年来两岸聚集
了上千家企业造就了珠三角地
区经济的繁荣，但由于各种排放
严重超标，茅洲河一度被称为墨
汁河、黑水河或臭水河，自2016
年以来经过两岸不懈的努力，
2019年 11月起，茅洲河水质达
地表水 V 类，茅洲河的治理成
效，被央视《共和国发展成就巡
礼》《美丽中国》等纪录片收录，
完成了从“黑臭河”到“生态河”
的华丽转身。

《茅洲河夜歌》以摇篮曲的
形式，从广东民谣《月光光》开
始，以孩子的视角，透过爷爷的
亲历见证描绘家乡美景，讲述茅
洲河的新旧变化，也表达了对家
乡的热爱，以及对建设美好大湾
区的期许。

《生活那些滋味》 作词、作曲：王艺媛

《说好再见》 作词：陈灵 作曲：王艺媛

《茅洲河夜歌》
作词：李泓、彭燕 作曲：李泓

■健康主题讲座之“科学训练 健康奔跑”在长安镇图书馆举行 长安供图

■武术队队员在赛场
上的风采

通讯员 占有兵 摄

■在赛场上赛出了
风格
通讯员 占有兵 摄

■比赛归来的队员们已经积极投入到日常训练当中 通讯员 占有兵 摄

■王艺媛

■陈灵

■李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