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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地

“眼力大考验”项目开始了，我立刻
动手飞快地将红豆一粒一粒用筷子夹
进杯子。虽然我注意力集中，眼睛紧紧
地盯着豆子，可是豆子就是不听我的
话，调皮地跟我捉迷藏。有的在盘子里
滚来滚去，有的像一只小兔子，到处乱

蹦，就是不肯进杯子,“加油！加油！”边
上的几个同学也替我着急，不断地给我
加油鼓劲。有了同学们的鼓励，我静下
心来，调整力度，更加小心，慢慢地我终
于找到了技巧，速度越来越快。没想
到，我竟然第一个完成了任务，老师帮
我记录了时间，还夸奖我能干呢！

实小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三（3）班 沈嵩祥
指导老师 刘心阅

眼力大考验

解锁童年游戏 逐梦星光天地
8月23日，百余组小记者家庭齐聚嘉宏·星光天地，参加了“童年大闯关”系列公益夏令营第四场活动。机器人挑战、眼力大考验、纸飞机等项目让小记者们体验奇思妙想的

游戏，感受精彩纷呈的童年。

领了任务卡，我们便一起出发去挑
战八个关卡。我风风火火地跑上二楼
去完成了“暴力熊合影”和架子鼓，接下
来就是紧张刺激的夹豆子比赛啦！因
为我一心想赢，显得手忙脚乱，一急一
乱，那豆子就好像故意和我作对。眼看

周瑾都要完成任务了，我慢慢沉住气冷
静了下来，先稳住手，再对准每一颗豆
子，用力一夹，嘿嘿！豆子听话了，我一
夹一个，最后却还是在周瑾后面完成了
比赛。可真是应验了那句“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啊！紧接着我俩继续完成了折
纸飞机、机器人、搭乐高、游泳安全知识
普及和画樱桃的任务。

觅渡教育集团四（6）班 薛舒玚
指导老师 林怡

快乐大闯关

“ 眼 力 大 考 验 ”要 求 在 最 短 时 间
内 ，用 筷 子 将 红 豆 和 绿 豆 分 开 并 计
时。我拿起筷子，眼睛紧紧地盯着豆
豆们，专注地夹了起来。小豆子滑溜
溜的，像抹了一层油一样，要让它们乖
乖地被夹走还真是一项大考验。我发

现有粒红豆实在调皮，连夹几次都没
有夹起来。我灵机一动，调整策略，暂
时先放弃它，等我夹完其它的豆豆，再
来收拾这个“重点监护对象”。终于在
我的不懈努力下，红豆全部夹进了指
定的杯子里。我赶快举手示意完成了
任务。哈哈！我居然是这一小组速度
最快的一个挑战者。

虹景小学六（5）班 陆佑铭
指导老师 都娟英

最强挑战者

“噼里啪啦”随着豆子击打在杯壁
上的欢快交响曲，童年大闯关之“眼力
大比拼”开始了。我右手拿筷，左手握
盘，开始小心翼翼地把一粒粒小红豆
挑到杯子里。想着上一轮比赛那夺冠
的小朋友之手速，我的心跳不由自主

地加快了。“快点吧！你可不能落后
呀！”我的节奏开始乱了起来，筷子不
受控制地在盘中乱戳，红豆、绿豆四处
乱飞。冷静！只有一个个慢慢来才有
胜算，我深呼吸了几次，慢慢镇定下
来。随着最后一粒红豆落入杯中，我
顺利完成了挑战，果然是一场精彩的
眼手大协调的比拼呀！

局前街小学六（3）班 蔡彧洋
指导老师 沈洁

速度的比拼

童年大闯关的项目中我觉得最
难的是“放飞梦想”，因为一开始纸
飞机折得不是太好，总是飞不远，纸
飞机的翅膀被我折得皱皱巴巴的，

我都想放弃了，妈妈叫我不要放弃，
我们又跟老师要了一张纸重新折，
这次终于过关了，在得到老师盖章
时我特别开心，原来看似困难的事
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也许下一秒
就能成功。

香槟湖小学二（7）班 傅克崎
指导老师 徐卫兰

再坚持一下

“眼力大考验”项目就是从绿
豆中用筷子夹出红豆。我看着别
人夹，心想：“也不怎么难呀，我一
定比得过他们”。终于轮到我了，
我自信满满地举起了筷子。比赛
一开始，我就瞄准了一颗红豆，猛
地一夹，哈哈，红豆就成为了我的
手 下 败 将 ，乖 乖 地 进 入 了 杯 子 。
就这样，我非常顺畅地夹着。直
到最后几颗红豆，我突然遇上了

困难，那几颗红豆又小又奇形怪
状的，一点也不好夹，总是从筷子
间蹦出来，我浪费了好长时间才
夹出来几颗。

终于，只剩下最后一颗红豆
了，我用力一夹，小红豆一下子蹦
到了盘子外面。我认真地看准了
时机和方位，轻轻地把它夹在筷子
中间。看着它摇摇欲坠的样子，我
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直到它
掉到杯子里面，我心里的那块大石
头才落了地。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
六（4）班 蒋晗琳
指导老师 蒋维玲

绿豆里面
找红豆

在“童年大闯关”活动现场，我很快
完成了机器人 PK 赛、乐高大比拼、架子
鼓体验等六项任务，接着又马不停蹄地
赶到飞行中心完成第七项任务。这项
任务的要求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纸飞
机制作，并飞越指定距离。“小菜一碟”，
我暗自得意，“这可是我的强项。”于是，

我特意选了一张绿色的纸折了一个非
常漂亮的回旋纸飞机，用力向前掷去，
纸飞机在空中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又
返回到了起点。“哎呀！”我拍了拍脑袋，
我只关注了飞机的样子，却忽略了距离
问题。我连忙吸取教训，又快速地折了
一个尖角飞机，再一次向前掷去，只见
纸飞机像离弦的箭，一下子冲出了终点
线几十厘米。

觅渡教育集团四（9）班 史书豪
指导老师 倪晓芬

纸飞机

带着工作人员发给我的闯关
任 务 卡 ，我 飞 速 冲 往 打 卡 地 点 。
每个闯关活动都那么有趣，但令
我最兴奋的还是“机器人大赛”和

“眼力大比拼”了。
刚踏进机器人比赛大门的第

一步，我就被这里的气氛深深地
吸引了，比赛要求选手利用一个

IPAD 控制着场地中的一个机器人
绕场走一圈。“三、二、一，开始!”
话音刚落，我就操控着机器人跑
了出去。到拐弯处了，我迅速控
制它急转，“好险，差一点点就撞
到墙上了。”我暗自想着。过了一
会儿，我看见了终点，于是迫不及
待 指 挥 机 器 人 冲 向 了 终 点 。 最
终，我取得了 12 秒的好成绩。

觅渡教育集团
四（8）班 梁浩轩
指导老师 吴佳

机器人大赛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眼力大比拼，
规则是计时将所有的红豆用筷子夹
出来。刚开始我是比弟弟领先的，可
一到关键时候这筷子越用越使不上
劲来，一夹，那红豆“吱溜”一下从我
筷子间里跑了。

最后，弟弟以七秒的优势打
败了我。我还有机会，第二个任
务是纸飞机大比拼，要求飞过黄

线就算胜利。我折好纸飞机，信
心满满地走到黄线前，可纸飞机
偏偏要跟我作对似的，还没飞出
一段距离就落在了地上。一次不
成我再来第二次，可是第二次更
惨，还没飞就一个倒栽葱摔在了
地上。第三次，我吸取前两次的
教训，改造了纸飞机，果然，纸飞
机稳稳当当地落在了黄线后，原
来折飞机也是一门学问。

觅渡教育集团
四（8）班 梁浩宇
指导老师 吴佳

夺宝奇兵

沉寂了一个多月的校园重新热闹
起来，在开学第一课这个特殊的节点，我
市各所中小学校精心准备了仪式感满
满开学课程内容。学生们在新学期的第
一天不仅收到惊喜，更收获了成长。

准确、快速地重复出新班级一组
同学的名字，你需要多久时间？常州
市同济中学七年级的新生中，速度最
快的学生仅需九秒多。9月1日，该校
的 282 名七年级新生，在校园内体验
起学校特别设计的新生小初衔接课
程。“虽然大家彼此都不认识，但开营
式后的团建活动让我们迅速与同学们
熟悉了起来，气氛很快就热烈了起
来。”七（6）班学生钱正浩说。

据了解，结合疫情防控需求，同时
一改往年枯燥无味的夏令营队列训
练，常州市同济中学今年开设小初衔
接课程，在新生入校的前4天，通过红
色教育课程、养成教育课程、衔接学习
教育，班级活动课程、团辅拓展课程
等，培养新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
念。衔接活动主要负责部门、德育处
苏红果老师表示，“衔接课程将班级文
化建设和班级凝聚力融入丰富多彩的
活动中，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
并身体力行，为班级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考验学生的专注力和记忆力的姓
名叠罗汉，增强学生的互动交流；达芬
奇密码让学生们认识到掌握正确合理
的学习方法及其重要；致三年后的自
己让学生用新面貌迎接新阶段，团辅
课程中，学生们互帮互助、学会纳悦他
人，养成阳光心态。

衔接课程中的内容宜动宜静，衔
接学习教育穿插在每天的活动中。“主
要是传递一些初中学习习惯和方法，
让学生能了解初中学习的特点，迅速
做出调整。”课程建设中心陈钢说。

七年级年级组长奉小华表示，相
较往年的开学课程，今年的衔接课程
形式更新颖，内容更丰富，“在活动中，
老师更易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同时
还增进了与学生的感情，一举两得。”

开学第一天，北环中学八（7）班
的同学们向全校发起了“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光盘行动倡议活动，全校师
生在倡议书上进行签名。

据了解，为了培养学生勤俭节约、

绿色环保的主体意识和生活习惯，北环
中学将在新学期，开展“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光盘行动。除了对全体师生进行
用餐礼仪和不剩饭菜的具体指导，同时，
在各年级设立“校园观察员”，每天进行
检查并及时反馈提醍，以此督促各班学
生长期坚持，逐步养成“勤俭节约”的生
活习惯。该校还设立了一些激励性举
措，对学校评选出的“节约之星”进行现
场颁奖，同时组织开展“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的主題征文、宣讲以及书
画作品展演活动，宣传中华民族光荣传
统和先进典型人物事例。

结合学生暑期活动，常州市五星实验
小学的开学课程主打“劳动”牌，通过活动
使学生明白劳动最光荣，在日常教育教学

活动中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习惯。
各个年级的劳动课程主题不同：一

年级的“萌新”们认识岗位，在互动中慢
慢了解身为一名“小学生”的职责。二年
级的“理书包”、三年级的“系鞋带”、四年
级的“钉纽扣”学生们聚精会神，动作娴
熟；五年级的同学为正在比赛的同学们
奉上了自制的消暑饮品；六年级则比拼
切黄瓜、土豆丝。

据了解，五星实验小学开学日以“奋
斗在路上、劳动最光荣”为主题，加强新
时代小学生劳动教育、勤俭节约教育。
开学前夕，学校已通过 3 期微信专题将
暑期的劳动主题作业成果进行展示，在
新学期中，学校还将进一步开辟劳动实
践基地，开发劳动课程群，优化劳动教育

评价机制，真正让新时代的劳动精神落
地生根。

常州市戚墅堰实验小学的“开学第
一课”的主题是“‘节’尽所能，‘一点点’
在行动”。各年级启动各具特色的“一点
点行动”专题活动。

节约用纸是习惯，节约用水是责任，
节约用餐是美德，节约用电是品质，变废
为宝是智慧。二至六年级的学生分别研
究起纸、水、电、米等——我为“小纸片”
代言、我爱“小水滴”、“小瓶子”大变身、

“小电能”大能量、你好“小米粒”精彩纷
呈的活动后，向大家提出了节约资源的
倡议，希望全体学生能用实际行动保护
环境、爱惜生命，竭尽所能地将节粮惜物
落地、传承。 尤佳

开学第一课，我们这么上！
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
施行。为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的专业能力，加强青少年法
治教育，日前，常州市中小学思政教
师参加了《民法典》的培训。市区七
八年级道德与法治老师近三百人参
加了现场培训，全市其他中小学思
政教师参加网络培训。

本次活动由常州市团市委、常
州市高新区（新北区）人民法院、常
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常
州市高新区（新北区）人民法院方婷
法官作了题为《〈民法典〉——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讲座。

方婷首先讲述了民法的本质、
历史的缘由以及我国制定民法典的
历程。此外，从“民法条文，践行保
护公民基本权益之承诺”，介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 7 编、
1260条。方法官结合典型案例，分别
对总则、物权编、合同编、人格编、婚姻
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中的
重点、热点和新增条款进行分析。整
场讲座案例丰富，法理严谨，深入浅
出。参训教师认真学习、认真笔记，并
积极参与互动。

常州市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员戴
慧老师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全市思政
教师既学习了民法典的法律条文，更
加深刻感受到《民法典》的颁布对公民
更为全面的保障。“思政课教师应当将
学习、宣讲、遵守民法典作为教学工作
的重要任务，培育学生法治意识，树立
法治信仰。”参加培训的教师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思政课堂中，将更多地实
践“以案说法”的教学方式，不断提升
教师法治教育能力。 （尤佳）

提升思政教师专业能力

我市思政教师全员学习《民法典》

如何学好一门语言？业界观点
和看法不一。

而对于普通的日语学习者，我
认为想要学好，学精日语，有以下几
点。

首先，学习日语，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读书。因为只有读出来，才会
刺激你的耳膜，声音才会把信息带
入你的大脑里。现在，我总是要求
我的学生课后作业就要把书读给我
听。比起笔头作业，我更注重的是口
头作业。因为读书，除了可以刺激耳
膜，把信息带入你的大脑以外，还可
以清楚地知道句子的结构，培养运用
外语的说话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培养“语感”。虽然，在辅导考试的时
候，我不会用语感这样的东西来教学
生，但是，我会告诉我的学生，当你读
书读得很多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地
运用你所学过的东西。

第二，笔头作业尽量不要多。
你只要把上课所讲的东西，通过自
己的理解方式做笔记，有问题提出
来，老师帮你解决了，再通过一点作
业帮助你去理解之后，剩下的时间
都应该花在“读”和“听”的上面。如
果学有余力，可以试着去模仿外国
人的说话方式、语气等进一步体会
语义和语境。

第三，学习日语少不了一本字
典，同时也要有一个良好的查词典
习惯。所以我建议，可以自己备一
本单词本，把查过的单词记下来。
如果忘了，翻手机、电子词典都比不

上翻单词本来得好。同时，还会有个
别学生，他们觉得因为日语有汉字，所
以就不查字典，这个习惯是万万不能
有的。诚然，日语当中有些汉字与汉
语一样，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甚至会有从未见过的汉字。如果不去
查它的意思以及读音的话，会直接影
响基础能力。所以要勤查字典，并且
养成记录的好习惯。

第四，自己要学会去思考，学会提
问，学会总结。课堂上，需要把知识点
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整理，并在课后去
消化理解总结。如果只是一味地去听
课而不进行总结理解的话，学习的效率
就非常低。同时，假如遇到问题的话，
不要留到第二天第三天，必须马上解
决。否则，这些问题会一直留着，阻碍
学习的步伐，让学习变得不顺利。学习
一门语言，总有人接受得快，有人接受
得慢，快慢都是正常的，但是无论快慢，
我们都需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第五，学习日语，除了“input（输
入）”之外，还需要大胆地“output（输
出）”。学习语言最后的环节，就是大
胆地“说”。有人说，口语能力到了国
外就会自然而然提高。我认为是不太
正确的，在国内的时候尽量练习好口
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国内学的时
候都不敢开口练习说话，那去了异国
他乡呢？

总之，想要学好一门语言，不要想
着走近路，要养成脚踏实地的好习惯，
走好每一步路。

唐海博

如何学好日语

本报讯 日前，从江苏理工学
院教育学院传来消息，2016级小学
教育专业111名毕业生就业再创佳
绩——80 人考取江苏各地级市教
师编制，以 72.07%考编率创同期
新高。其中，15 位学生获苏州、无
锡、常州、南通、扬州、泰州、盐城等

7 个城市以及下属区、县考编综合成
绩第一。

江理工教育学院培养小学教师已
有20余年历史。学院培养师范性、技
能性、学术性“三合一”人才，按照学
科方向，专门开设专业课程，学生可
依据自身特点进行分流学习。同时，

还根据学生出国留学、考研、就业等
不同需求，选择不同领域的课程，定
制发展规划。此外，学院还聘请一线
小学教学名师与本专业教师组成的

“混编教学团队”共同授课，构建协同
培养机制。

（王云白 尤佳）

江理工教育学院师范生72%考编率创新高

常州市同济中学团辅拓展课程中学生在设计制作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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