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2021年8月1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芳 组版:邵伟东 校对:陆颖AA77

园
地

本报讯 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龙狮
锦标赛日前在安徽省黄山市落幕。
本届赛事吸引了浙江大学、同济大
学、中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
近 50 所高校参赛，参赛规模超过
1000人。常州大学舞龙队斩获舞龙
自选套路冠军、传统双龙亚军和规定
套路第五名三类荣誉，刷新了该校舞
龙队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这
也是该校舞龙队在全国大学生锦标
赛中的第一个冠军荣誉。

本次比赛，舞龙队参赛套路重点
围绕红色文化、民族精神、常州三杰等
元素进行设计创作，自选套路和传统
双龙套路分别以“三杰精神别样红”

“胜利号角”为主题，通过具有传统内蕴
的动作编排和震撼有力的红色音乐，把
评为、观众带进一个充满想象、人龙合一
的意境中。

据了解，常州大学舞龙队员主要来
自舞龙选修课，队员们为了不影响学业，
平时训练都在晚上，并且做到训练成效
和文化学习齐头并进。学校为鼓励学生
积极参加舞龙活动，也给予了一系列鼓
励政策，如减免队员课余锻炼打卡、支持
外出交流比赛等。常州大学舞龙队注重
将龙文化与大学生人格培养结合起来，
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立德树人全过
程。今年5月，该校成功举办了首届学
生舞龙比赛，超过350名学生参赛。

（毛雯 尤佳）

常州大学舞龙队

斩获首个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冠军

本报讯 记者12日从江苏城乡
建设职业学院获悉，该校冯坤痒、田
浩、杨旭三位同学，因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的优异
表现，荣获“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
号。这是该院在荣获“国家技能人才
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后，再次荣获国
家级荣誉。

据了解，自2009年教育部首次在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设置土木建
筑类项目以来，该校累计在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中取得了12金7银7铜的成
绩。在2020年12月第一届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中，该校代表队获得了两金

一银一铜的优异成绩，其中混凝土建筑
项目（冯坤痒、田浩）和油漆与装饰项目
（杨旭）分获银牌和铜牌，奖牌数占江苏
省代表队获奖总数的1/6，取得了新的
历史突破。

近年来，该校不断探索、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大力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
坚持以技能竞赛为引领，紧跟世界和国
家职业技能竞赛赛项，制订详细训练计
划，认真遴选指导教练和参赛选手，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大力加强
内涵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
技能人才。

（裴玮艳 尤佳）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3名学生获“全国技术能手”殊荣

7月24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强调，全面压减作
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
平，满足多样化需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意见》一经出台，即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学校如何推
进“双减”政策落地？上期，记者邀请多位名师、名校长分享自己
的观点。那“双减”之后，家长应该怎么做？本期，记者采访了多
位专家和家长，让他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双减”政策落地，家长应该怎么做？

我们来到了恐龙博物馆，科普老
师激动地说：“同学们，这里是收藏展
示恐龙化石最为集中的主题博物馆。”
跟随老师的脚步，我仿佛坐上了时光
机，目睹了古生物的诞生、演化和灭
绝，我们纷纷惊叹那一场场自然界的
神奇变化。

了解恐龙的知识后，我们开启了
“小小馆理员”的上岗培训。我们练习

了站姿以及讲解的技巧，用了20分钟
相互交流学习和展示。正式上岗了，
我感觉很自豪、很光荣，每当游客走到
我的身边，我都会娓娓道来今天学到
的关于三角龙的知识。

这个下午，我体会到了讲解员的
辛苦，也体会到了为大家服务的开心！

冠英小学三（6）班 周炜曦
指导老师 杨晗

当一名合格的讲解员

讲解员阿姨把我们分成三组，分
别练习介绍三种恐龙：霸王龙、永川
龙、中华龙鸟。我被分到了介绍霸王
龙的一组。“霸王龙是一种生活在白垩
纪晚期的肉食性恐龙，前爪很小，是用
来保持身体平衡的。霸王龙的头非常
大，嘴里有一口锋利的牙齿，形似香
蕉，人们也戏称霸王龙有一口香蕉
牙……”讲解员阿姨边让我们练习，边
将讲解技巧、讲解礼仪等知识教给我
们，并通过实践训练给我们加深印象。

轮到我讲解了。刚开始我很紧
张，害怕出错，但渐渐地我的心情平复
下来了。我调整好站姿，声情并茂地
讲起来，讲到高潮时还配上了肢体动
作。我的讲解结束时，听众们给了我
热烈的掌声。

这次实践活动，不仅提升了我的
科学文化素养，而且让我在表达能力、
与人沟通交流等方面也得到了锻炼！

香槟湖小学四（1）班 陶思成
指导老师 王红霞

锻炼自己

暑期伊始，常报小记者联合中华
恐龙园开展了多场“小小馆理员”主题
职业体验活动。小记者们在恐龙园进
行科普知识、讲解礼仪、表达技巧等多
方面的培训，并将所学现场实践，为游
客带来了生动的讲解，他们在服务游
客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

中华恐龙园“小小馆理员”主题职业体验活动

跟我一起，走进奇幻的恐龙世界

我们重点学习了霸王龙、永川龙和
中华龙鸟相关知识，尤其是中华龙鸟，展
品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一副完整的骨
架，而是一块大化石，石头内部是一只形
体娇小、尾部很长的小恐龙，它的学名叫
作“中华龙鸟”，全身披覆着“羽毛”，它究
竟是龙还是鸟，引发了学术界著名的“龙
鸟之争”，它可是恐龙园的镇馆之宝。

要想做好讲解工作，不仅要熟悉
恐龙知识，而且要仪态端庄。讲解员
阿姨教我们标准站姿，就是背要挺直，
两腿距离略比肩宽一些，双手反扣在
背后，而且要时刻面带微笑。我聚精

会神地听着，一刻也不敢分神。阿姨
见我准备好了，亲自给我戴上麦克风
和“小小馆理员”的绶带，并招呼馆内
的观众来听我的讲解。

我看到围拢过来的观众时有些紧
张，但当我说出一串串流利的讲解词，
并看到观众们的眼神紧盯着我，期盼
我继续讲下去时，我仿佛受到了莫大
的鼓舞，紧张情绪一扫而空。最终我
顺利完成了任务！

二实小教育集团翰学校区
六（4）班 李卓璋

指导老师 邵沪杰

讲解让我更自信

我们来到了恐龙馆，开始了一次
难忘的“小小馆理员”职业体验。在老
师的讲解下，我们了解了许多恐龙知
识。

接着，她教我们讲解的技巧与必
备礼仪：“女生的脚呈丁字步，手放在
身前；男生的脚尖朝前，与肩同宽，手
背于身后。如果要指近处之物，大臂
小臂成 90 度，五指并拢，指向那个物
体；如果要指远处的东西，大臂小臂成
180 度，也要五指并拢，指向那个物
体。”大家听得十分认真。

岗位体验环节到了。我们头挂黑
色耳麦，用稚嫩的声音，为入馆的来宾
们讲解恐龙知识。不一会儿就轮到我
了，我有些紧张，但想到自己是一名

“工作人员”，我很快进入“角色”，面向
游客，生动讲解……虽然我们这些“小
小馆理员”没有景区的正式工作人员
那么专业，但我们带着童音的讲解还
是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实小教育集团翰学校区
六（2）班 余承朗

指导老师 韦菊仙

难忘的一次体验

来到了恐龙馆的大厅，老师带领
我们参观了恐龙馆的三大镇馆之宝。
首先看到的是巨型山东龙化石，这也
是我印象最深的恐龙，它体型非常巨
大，生存年代是晚白垩纪，化石是在中
国山东发现的，所以叫山东龙。它最
大的特点是长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
巴。老师又带领我们参观了其他恐龙
化石。蛇颈龙、三角龙、霸王龙……其
中，中华龙鸟像鸟儿一样，身上长有羽
毛。据说，中华龙鸟是现在鸟儿的老
前辈，现在的鸟儿就是由中华龙鸟演

变而来的。
参观完恐龙博物馆后，老师让我们

选择一种恐龙来进行讲解。我选择了
三角龙，并和我们班的男同学组合进行
了讲解：三角龙生存在白垩纪晚期，它
的体型一般有6—10米长，它是素食主
义者，主要吃植物，属于角龙类……

最后，老师给我们颁发了荣誉证
书，我们都成为一名合格的恐龙园“小
小馆理员”了。

冠英小学三（2）班 陈语霏
指导老师 周黎

走进古生物的世界
来到中华恐龙馆，我们随着讲解

员姐姐的脚步，先后参观了三件“镇
馆之宝”。第一件是名为“许氏禄丰
龙”的恐龙化石，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被考古挖掘出来的。第二件宝贝名
为“巨型山东龙”，是在山东省挖掘出
来 的 ，体 型 巨 大 ，被 誉 为“ 中 华 龙
王”。第三件镇馆之宝名为“中华龙
鸟”，科学家认为中华龙鸟是现代鸟
类的先祖。

我们对馆里的化石都有了详细了
解后，讲解员姐姐教给我们“馆理员”
的礼仪知识。女生丁字步，男生两脚
分开与肩同宽，双手放在腰前，要挺胸
收腹，切记不要驼背。在介绍化石的
时候，要五指并拢，作指示状，同时要
时不时与听众进行交流，尽量顾及到

每名听众。还要神态自然，随和大方，
声音响亮，吐字清晰。

我们分为 3 组，在不同的化石前
进行讲解实践。轮到我了，我先深呼
吸几下，大大方方地走到化石前，开始
讲解：“现在在我们眼前的便是中华龙
鸟的化石，它是一种体型较小的恐龙，
不过尾巴却极长，由50块左右的尾骨
组成……”参观中华龙鸟的游客特别
多，短短一个小时，我就接待了 10 拨
人。每次讲解后，叔叔阿姨们总要夸
上我们几句，这时，我心里乐陶陶的，
不仅自己学到了知识，还将其传播出
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恐龙化石。

二实小教育集团翰学校区
六（2）班 司沁琳

指导老师 韦菊仙

我是“小小馆理员”

来到恐龙博物馆二楼，我被分配
到了霸王龙的区域进行讲解体验。我
模仿老师的样子抬头、挺胸、站丁字
步，右手搭在左手上放在肚子前。

这时来了一个团队，老师让我试着
讲解。我五指并拢，指着霸王龙化石的
方向，说：“大家看，这就是霸王龙，它生
活在白垩纪晚期。霸王龙化石是在国
外发现的，它体型非常大，全长约有14
米。”“哇！这也太长了吧？”游客们感叹
道。“你们看！”我边说边指向了霸王龙
的大脑袋，“这只霸王龙有个大脑袋，它
非常聪明。它嘴里有一口锋利的尖牙，
像香蕉，所以被科学家们称为‘香蕉

牙’。它一口能吞下一只野牛呢！”我顿
了顿，指着它的胸继续说：“再看它的
胸，那里有一对又小又短的前肢，上面
有两个指头。你们知道它的前肢有什
么作用吗？其实啊，那是为了保持平衡
的。它前面有大大的脑袋，后面有后肢
和长长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前肢，身
体就会往后仰了。霸王龙的生长周期
是18岁，最多不超过21岁。等生长周
期结束后，霸王龙就不会再长大了，但
它们的骨骼会变得越来越健壮。”我刚
说完，周围的游客们就鼓起了掌！

这次在恐龙园进行讲解后，我明
白了，只要敢去尝试就一定会有收获
哦，下次欢迎其他小记者也来这边做
小小讲解员哦！

二实小教育集团翰学校区
五（3）班 巢钰培

指导老师 朱江月

我的“首秀”

假期里，二实小小记者团在中华恐
龙园开展“小小馆理员”活动。到了恐
龙博物馆，我们被眼前姿态各异的恐龙
化石迷住了，它们是多么高大威猛呀，
对人类而言，这无疑是庞然大物！

讲解员小姐姐一边给我们讲述，
一边带我们参观。我们一步步认识了
威武的霸王龙、鸟类始祖中华龙鸟、水
中霸主鱼龙等恐龙。虽然这些只是尘
封的化石，但是看到它们，我不禁想象
到了恐龙时代它们的盖世雄姿！

接下来，讲解员姐姐任命我们为

“小小馆理员”，让我们参与讲述霸王
龙、永川龙、中华龙鸟等相关资料。
我和小伙伴负责的是永川龙内容，小
姐姐给我们指导了基本的讲解常识
后，我们便有模有样地给游客讲解起
来了。

这次活动，让我们学到了关于恐
龙的各种知识，还让我们体验了讲解
员的职业，真是收获满满！

二实小教育集团翰学校区
六（5）班 蒋凌韵

指导老师 郭筱凯

有趣的职业体验

“双减”后“拼爹”，拼
的是家庭教育

“双减”政策落地，很多人调侃
“‘拼爹时代’正式到来”。在家庭教
育专家、常州开放大学校长顾锡宏
看来，“拼爹”拼的不是家长的学历、
财力，而是家庭教育的理念、素养、
水平和维护亲子关系的能力。“家庭
教育实质是生活教育，核心是让孩
子成人。首先要教孩子学会做人，
再是学会生活，最后才能学会学
习。”顾锡宏说。

“双减”政策的指导思想是要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家长因此要
关注孩子心理健康，保障孩子的睡眠
时间，加强体育运动，鼓励孩子拥有艺
术、体育类的兴趣爱好。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也很重要。
“厘清家庭、学校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孩子学科学习的事情，放心交给学校，
家长则关注孩子的品德行为习惯，为
孩子健康成长打下基础。”

“双减”后多出的课后时间如何
安排？这需要家长更高质量的陪
伴，游戏、运动、阅读和交流等。“对
待孩子要更有耐心，同时要提升自
己与孩子相处的能力，不能动不动
就起冲突。”

其次，要重点培养孩子的学习习
惯。“良好的学习习惯包括责任心、主
动性、自制力和时间管理能力，这些都
需要家长在平时的教育中培养渗透。”
例如，让孩子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情；
家庭作业要定时、快速、限时独立完
成，注意书面清洁程度等。

还要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生
活能力是学习能力的前提，生活习惯
是学习习惯的基础。在家中，要让孩
子参与家务，在学校，鼓励孩子参加
劳动；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这
样的劳动过程中，既锻炼了孩子的自
理能力，又培养了孩子的责任心。

最后，家长要和教师协同，培养孩
子的学习能力。“包括怎么复习、纠错、
总结归纳等，这些专业性问题，可以多
向老师请教。”

“‘双减’政策落地后，家长要不断
加强自身学习，了解孩子成长规律，提
升家庭教育素养与能力，这才是最好
的家庭教育。”

两条建议助力家长
角色回归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
构成了教育的有机整体。常州市实验
初中语文教师、有着7年班主任经验
的周臻老师认为，“双减”政策让家长
角色回归，从而也让家长面对新一轮
的挑战。

家长到底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周臻老师给家长们两条建议：

一是帮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好
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外力的推动，最终
会达到从被动到主动、从他律到自律

的转变。”
周老师表示，学习成绩好的孩

子，大多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而
良好的学习习惯又与优秀的生活习
惯息息相关。例如拥有良好的阅读
习惯能有效促进思维的发展，而好
的运动习惯则能有效促进注意力和
专注力的提高；又如优秀的劳动习
惯能帮助孩子确立正确的三观，培
养责任感，提升独立能力，而参与
家庭生活的习惯有助于培养孩子的
公民意识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

二是帮助孩子制订学习计划。他
建议家长和孩子将每个学期按不同的
维度（如时间）分割成若干个学习阶

段，制订相应计划。
她指出，一份好的学习计划应同时

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家长和孩子一起商
量制订完成，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避免目
标过高或过低的情况发生，也能促使家
庭内部在学习问题上达成统一；是具体
可操作的。如每天英语朗读半小时，两
天完成数学练习一章节等。过程具体
可操作，家长的监督也就更有效；必须
写有自我鼓励和家长鼓励的话语，彰显
孩子自己的决心，鼓励孩子坚持前行。

全身心的陪伴将成为
孩子制胜的法宝

“双减”政策刚公布，武进区清英外
国语学校三PYP班学生家长侯娜瞬间
感觉到“松了口气的窃喜”。她说，作为
当代家长，处在“赢在起跑线”的大环境
里，没有坚定的内心，很容易被影响。“而

‘双减’就像重启开关一样，强制暂停我
们的焦虑和迷茫，给我们重新思考的机
会，想想对于祖国和世界的未来，究竟什
么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80后”家长，侯娜深深地感受
到，处在瞬息万变的科技时代，孩子们的
未来变化不是父母所能够掌控和想象
的。“他们更需要独立的思想和时代主人
翁的责任感，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经
历来要求和培养我们的孩子。”

“双减”之后，孩子的空余时间增加
了，侯娜也说起了自己的打算——用以
前忙于补习班的周末，和孩子一起运动、
一起游戏亲密亲子关系；把以前充斥着
补习班的“假期”变为真正的假期，在疫
情结束后来一场实地丈量世界的旅行。
至于孩子的学业，家长所要做的就是放
心交给学校。“政策中的提高教学质量，
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还有人性
化的课后服务。除此之外，还会降低考
试压力，改进考试方法。提升中考命题
质量，防止偏题、怪题、超过课程标准的
难题。国家都为孩子们能做到真正减压
细化到教育的每个细节了，作为孩子的
父母难道不应该大力支持吗？”

她呼吁家长们：给孩子们苹果可以
砸到头上的时间；给孩子们可以仰望星
空的经历；给国家和学校让教育回归本
质的机会。家长和学校各司其职，家长
全身心地陪伴孩子的成长，这也将成为
孩子们应对未来制胜的法宝。

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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