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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地

本报讯 加快推进“双减”政策落
地，8月23日，常州市教育局召开校
外培训机构负责人座谈会，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各辖市（区）教育局职能
科室负责人和全市14家校外培训机
构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各培训机构代表进行了交流
发言，表示将深入领会“双减”重大意
义，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正确
认识自身功能定位，切实承担社会责
任，积极谋划、积极转型，努力成为学校
教育的有益补充；坚持依法依规、诚信
经营，提升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为中

小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服务。同时，各参会
代表就“双减”政策落地的具体要求，以及
复课、消课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市教育局对各培训机构负责人提出
的问题进行具体解答，同时引导机构切
实解决贯彻落实“双减”政策中出现的问
题，最后还对各校外培训机构今后的发
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据了解，目前，市教育局已经就校外
培训学科与非学科类项目的审核确认以
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复课等制订具体工作
方案，近期即将出台相关文件。

（王耀民 尤佳）

近期将出台具体工作方案和相关文件
我市召开校外培训减负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 连日来，苏州科技大学
“陵上溧阳，寻觅曹山”暑期社会实践
团队走进溧阳的“地瓜村”——牛马塘
村、彩虹1号公路、天目湖和南山竹海
景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牛马塘村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其
发展理念——“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迅速地寻找到了符合自
身发展的道路，对同类型生态发展区
具有深刻借鉴意义。彩虹1号公路将
生态创新与旅游结合，全程300公里，
将天目湖和南山竹海等景区串连起
来，使得团队成员更直观地体会到了
其资源整合联动效应、感受到乡村空

间的价值。
实践活动中，团队对村民、游客和政

府工作人员进行问卷采访、与环球融创
及九洲集团等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
流；后期还与溧阳经济开发区相关工作
人员线上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探得了
基层民众对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态度、感
受到了政府对推动溧阳生态与经济协调
发展的决心。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团队成员走进“云端”新四军纪念
馆，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感受“美丽生态”的理念为溧阳带来的
新活力。 （汤天逸 付海霞 尤佳）

苏州科技大学

“三下乡”活动走进溧阳“地瓜村”

本报讯 第二十届全国大学生机
器人大赛（ROBOCON）日前在山东
邹城落下帷幕。来自东北大学、武汉
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等79所高校、106支参赛队伍的2000
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上演“机器人
大战”。江苏理工学院汽车与交通工
程学院IRONS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团
队在指导教师赵良、范鑫、尹明锋的带
领下参赛，荣获全国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
BOCON）由共青团中央主办，始于
2002年，面向本科生，为任务型赛事，

主题每年变换，至今已举办19届，先后
吸引中国百余所知名院校的30000余
名大学生参赛，大赛的获胜者将代表中
国出征亚洲广播联合会（ABU）举办的

“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作为国内技
术挑战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机器人竞
赛平台之一，该赛事已成为我国理工科
院校最具影响力的赛事之一，学生需要
组成跨学科、跨专业的项目团队，对培养
学生的复杂工程认知、系统思维、团队协
作、项目管理等综合素质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许琳 吴婷 尤佳）

江苏理工学院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获佳绩

假期里，我读了《稻草人》这本
书，感觉受益匪浅。

稻草人是用稻草扎成的假人，插
在稻田里，用来驱赶麻雀，它虽然不
能动，也不能说话，但是它心肠好，处
处为他人着想，尽管一心想帮助受苦
的人，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它恼恨
自己不能帮主人赶走虫子，只能任它
们肆意地糟蹋庄稼；不能帮助忙碌的
渔妇照顾病弱的幼儿；不能阻止伤心
的妇人投河自尽的悲剧……

从这一桩桩事情，我们可以看出

稻草人心地非常善良，它富有同情心，
宁可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可惜它却有
心无力。我们现在都过着不愁吃不愁
穿的日子，何不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去帮助他人？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善
举，却能让他人感到无限的温暖。

但愿生活中多一些像稻草人一样
的人，多为别人想一点，多付出一些，如
果大家都能学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那
么我相信我们的世界将会更加美好。

雪堰中心小学三（5）班 梅煜哲
指导老师 钮柳芳

做个无私奉献的人

最近我看了《地球》这个故事。
故事讲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快
乐地生活在地球上，但是慢慢地发现
不耕作是会饿死的。于是人们拿起
锄头开始耕作，但其中有一批柔弱的
人啥也不干，他们就站在捡出的石块
上，等着耕种的人们把食物送上来给
他们吃。随着石块越堆越高，送饭的
人越爬越累，汗水滴进了土堆里，土
堆上长出了草和树，于是人们把它命
名为“山”。随着汗水越积越多，慢慢
地流淌下来，就形成了水，水的范围
越来越大，耕种的面积就越来越少，
为了不挨饿，人们只能更努力地耕

种，有的人因为又累又饿，病倒了，他们
的母亲担忧地哭了，眼泪流到了水里，
起风的时候，涌起的浪像山一样高。母
亲们望着汹涌的波涛说：“这里应该叫
做海，海水是咸的，全是我们的泪水和
孩子们的汗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命在于劳
动，我们要做一个爱劳动的人，不能懒
惰度日。

雪堰中心小学三（5）班 蒋均泽
指导老师 钮柳芳

生命在于劳动

今年暑假，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学
会了游泳。第一天学游泳，我有点怕
水，在教练鼓励下，我慢慢地下了水。
教练先教我如何憋气，让我先试着憋
气5秒或10秒，然后慢慢延长。第二
天教练让我们学习怎样让身体在水面
上漂起来。第三天学习脚“收、翻、蹬、
夹”等动作。第四天学习手在水里画
圆……就这样，我坚持每天练习，动作

越来越熟练，终于学会了游泳。
游泳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还锻炼

了我的意志。今后不管做任何事情，我
都会像学游泳一样坚持到底。

雪堰中心小学三（1）班 秦梦垚
指导老师 叶春霞

学游泳

7 月 23 日，万众瞩目的东京奥
运会终于拉开了序幕，我早早地守
在电视机前和爸爸妈妈一起观看开
幕式，中国代表团身着“开门红”礼
服，手中挥舞着五星红旗，惊艳亮
相，给开幕式增添了一抹中国红。

清华大学的杨倩姐姐获得首
金，旗开得胜，令人振奋！赛场上，

每个运动员都拼尽全力，为国争光。
看着奖牌数一块块增加，我十分骄傲，
为所有奥运健儿们的努力喝彩。在观
看奥运会的同时，我还了解到了许多
体育知识，也从运动员身上学到了宝
贵的奥林匹克精神。

雪堰中心小学三（8）班 顾雨彤
指导老师 杨玉静

暑期看“奥运”

清晨，当我从睡梦中迷迷糊糊
地醒来时，却发现房间里只有我一
个人。我赶紧洗漱完毕，直奔桃
园。在桃园里我看到了爸爸妈妈忙
得满头大汗，衣服也湿透了。我深
受感触，想着帮他们做些什么，突然
灵光一闪，对，我能帮他们折桃盒
子。

我迅速跑回了家，搬起一捆桃

盒箱，准备折桃盒子。可是，第一次
折怎么也折不好。正在这时，妈妈回
来了，我赶忙向妈妈请教，妈妈见状，
用手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拿起一
个纸板，很有耐心地教起来，我就在
旁边认认真真地学。在妈妈的指导
下，我终于学会了折桃盒子，而且折
得一个比一个好。爸爸妈妈忙着剥
桃子、套桃子、装桃子，而我，折桃盒
子，放白色的垫子，放黄色的纱布，也
忙得不亦乐乎。这个早晨虽忙碌却
充满了温馨。

雪堰中心小学三（1）班 顾宇枫
指导老师 叶春霞

忙碌的早晨

今年暑假，推迟了一年的东京奥
运会在7月23日正式举行了。7月24
日，在女子十米气步枪比赛中，我国
运动员杨倩以251.8环的成绩打破奥
运会纪录,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

杨倩小姐姐在她 21 岁的年纪
就获得奥运金牌靠的肯定不是运
气，而是她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她出
色的临场发挥。同样，奥运会上还

有很多像她一样优秀的运动员们，他
们同样在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去发光发
热，为国争光。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虽
然不能像这些哥哥姐姐一样去为国争
光，但是我可以学习他们吃苦耐劳、坚
持不懈的精神，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
作贡献！

雪堰中心小学三（8）班 袁辰萱
指导老师 杨玉静

激动人心的奥运会

暑假里的一天，爸爸带我到公
园 去 玩 ，正 好 路 过 了 卖 蝈 蝈 的 小
店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拉 着 爸 爸 的 手
说：“爸爸，我们买一个，就一个！”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我如愿得到了
一只蝈蝈。我好奇地端详蝈蝈的模
样，只见它披着绿色的外衣，还拖
着硕大的肚子，着实不算好看，但
我却很兴奋。

回到家，我把笼子放到了房间。

一开始，它很怕我，一旦我走近，它就不
叫了。我每天喂嫩黄豆给它吃，几天后，
我发现，就算我在旁边，它也能进食，而
且也能歌唱了。我感到特别开心，慢慢
喜欢上了养蝈蝈的生活。

雪堰中心小学三（7）班 吴至瀚
指导老师 曹亚辉

养蝈蝈
晴朗的一天，奶奶买了青菜和

肉还有饺子皮，准备包饺子。我先
拿出一张饺子皮，用筷子取了点馅
放上去，然后把饺子皮对折，把边
一点点捏紧。只是我捏的形状总
是奇奇怪怪的，奶奶看了哭笑不
得。等奶奶把水煮好后，我把包好
的饺子给奶奶端过去下锅。一会

儿饺子煮好了，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
我包的饺子，纷纷夸赞我包的饺子好
吃，我特别开心。经过这次家庭劳
动，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
识，决定再接再厉，努力成为厨房小
帮手。

雪堰中心小学三（8）班 张匀朝
指导老师 杨玉静

包饺子

暑假的一天，我跟着妈妈学做蛋
炒饭。首先准备材料：一碗饭、一个鸡
蛋、一根火腿肠、半根胡萝卜。我先把
鸡蛋打到碗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
拌均匀，接着把它倒入饭里面，搅匀，
然后把火腿肠和胡萝卜切成丁，这样
做蛋炒饭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炒饭了。我往
锅里倒入适量的油，等油锅热了，把饭
倒入锅中，用铲子在锅里不停地翻炒，
然后把切好的胡萝卜和火腿肠倒入锅

中一起翻炒，加入调味料，不一会儿，香
喷喷的蛋炒饭就炒好了。

看着锅里的蛋炒饭，我开心极了，因
为这是我第一次做蛋炒饭。我把饭盛入
碗里，这顿饭我和妈妈都觉得吃起来特
别香。

雪堰中心小学三（5）班 吴彤雨
指导老师 钮柳芳

学做蛋炒饭

暑假里，我读了《蚕和蚂蚁》。故
事讲述了一只蚕不想成茧，于是就决
定不吃桑叶。当它快要饿死的时候碰
到了一只蚂蚁，蚂蚁告诉它工作很有
意义，邀请它去蚂蚁王国做客。蚕很
快就到了蚂蚁王国，看见每一只蚂蚁
都在很认真地工作，而且都很开心。
蚕终于明白：如果不工作就会很无聊，
而工作会使自己很开心。于是，蚕决

定也要像蚂蚁一样认真地工作。
现在的我要努力学习，掌握技能，长

大后认真工作，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雪堰中心小学三（7）班 秦心怡
指导老师 曹亚辉

工作的意义

表弟的好胃口

雪堰中心小学常报小记者暑期生活征文

七彩暑期，为成长加油！

最近我迷上了美国作家达恩·葛
帕·穆克奇的《彩虹鸽》。这本书讲述
了彩虹鸽经历无数次战场送信后慢
慢变得成熟稳重而又勇敢，最终成为
人人都尊敬爱戴的“战地鸽王”。

书中的贾拉是我喜爱的角色，
它在朋友们被老鹰抓住后，没有选
择逃跑，而是运用策略将他们从鹰
爪下救出。它让我明白生活中如果

朋友遇到困难，我们也要像贾垃一样
不离不弃，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帮
助别人。

读了这本书，我被彩虹鸽和它朋
友的精神所感动。我们应该向它们学
习，遇到困难要勇敢面对，不逃避退
缩，这样才能成为生活的强者。

雪堰中心小学三（7）班 赵颖霏
指导老师 曹亚辉

成为生活的强者

“开饭喽！开饭喽！”我一喊，
表弟放下玩具第一个冲上了餐桌，
迫不及待地盛了一大碗饭，开始狼
吞虎咽起来，还时不时抬起头，用
他胖乎乎的小手搛着菜，像是三天
没有吃饭似的。一会儿，一碗饭就
见了底。姑妈在一旁急忙说：“慢
点吃，慢点吃，没人和你抢。”表弟
听到姑妈的话，本来吃得飞快的
他，突然哽了一下，咳了起来。原
来是他吃得太快，被呛到了。不
过，他很快恢复正常，又囫囵吞枣

地吃了起来。大人们目瞪口呆地盯
着表弟，可能是我们的目光太刺眼
了，表弟抬起头十分疑惑地说：“你们
干什么都看着我？快吃饭啊！”说完，
除了他以外的人都笑了起来，因为他
嘴上沾满了米粒，像长了一圈白花花
的胡子，说话时，还有米粒从他嘴里
喷出来，看起来十分好笑。

这就是我那饭量大又呆萌的表
弟，有他的地方，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雪堰中心小学六（1）班 吴姝萱
指导老师 陈玲霞

8月25日，常州国家高新区（新
北区）教育局（以下简称“新北区教育
局”）通过《2021年秋学期义务教育学
校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方案规定，从2021年秋季学期开
始，全区义务教育学校要保证“5+2”
的课后服务时间，包括学生自主完成
作业及老师辅导答疑、参加兴趣小组
和社团活动、专题教育活动、学校特色
活动等，并支持学校拓展校外渠道开
展辅助活动、做优线上自主学习活
动。新北区教育局将把课后服务工作
纳入学校考评体系，加强指导和监管，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事实上，早在国家出台“双减”政
策前，新北区部分中小学已率先探索
实施多样化“减负”举措，为学生“减
重”书包，还孩子快乐童年。

小处入手，作业重构
优化学生成长体验

新北区实验中学积极探索“学生
作业量干预制度”，学校统一布置，统
筹安排，控制作业量。七年级大部分
学生笔头作业总量每天不超过1小
时；八年级每天控制在1小时左右；九
年级每天控制在1.5小时左右。

副校长高建军告诉记者，老师会
精选作业内容，根据学生对知识的接
受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针对性
地布置分层作业，避免机械性、重复
性、难度超纲的作业；调整作业内容结
构，开发个性化作业。“比如，可以将书
面作业与实践作业相结合，把作业主
动权交给学生。这样一来，有理论有
实践，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
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做作业也能收获幸福感？上个
月，在由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龙虎
塘街道“秋白书苑”和常州老年大学三
方共同举办的隔代共学互学花鸟绘画
班上，小龙娃们和爷爷奶奶一起，学得
不亦乐乎。一幅幅或稚气或成熟的作
品，凝聚着老少学员们的专心致志。

小小画家，画出祖孙情，而这正是
龙虎塘实小“幸福作业”的日常。据该
校校长顾惠芬介绍，2013年，学校就
关注到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

“幸福作业”研究。“通过作业设计的自
主性、作业过程的参与性、作业评价的
多元性，让学生体会作业带来的幸福

感。”多年来，在“多力驱动，多环交融，
多学赋能”的治理理念下，校方将学生
各项能力的发展融合在“幸福作业”
中。龙娃和家长、社区志愿者积极参
与“社区治理”，获得了多方好评——

“小小交警，提升戴盔率”；“小小商人，
启蒙初财商”；“小小律师，培养大格
局”……龙小的幸福作业，融进了德智
体美劳等五育元素，在家校社协同育
人的背景下，将作业变得有趣、有味、
有内涵，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内驱
力。

家校协同，同向发力
形成“五项管理”合力

家校协作，同样是“双减”政策中
重要的一环，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开
展了有益尝试。今年的劳动节假期，
三井实小每个孩子都有一份特别的

“家庭作业”——开展一次亲子劳动体
验。包饺子、下厨、干农活……一家人
不仅收获了欢乐时光，还增进了亲子
间的情感交流。校长徐燕娟表示，学
校结合全息阅读、年级主题、劳动教
育，引导父母积极参与，让每个孩子养
成自觉劳动的习惯，掌握一种劳动技
能。“亲子活动不只是孩子的活动，而
是培养孩子与家长沟通交流的能力，
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区教育局基础教育处表示，全区
各校将常态化开展好家长学校培训学
习，探索引入家长学习成长积分制，与
自己的孩子共同学习成长，增强交流
沟通，有效实现家校协同育人。同时，
把学生在“五项管理”（即作业管理、睡
眠管理、手机管理、课外读物管理、健
康管理）中的表现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引导家长与学校同向发力，落实
好“五项管理”的要求。

课后“加餐”，盘活资
源活跃课后服务体系

如何盘活各方资源，探索课后服
务多样化？新北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学校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资
源的优势，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满
足多样化学习需求，从而促进学生自
愿参加课后服务。在推进工作中，要
合理分段、分层安排时间，兼顾作业和
社团活动；筛选聘请一些体育教练、科
技达人、能工巧匠等社会专业人员，或
退休教师、师范学校学生等社会热心
人士参加志愿服务，提高课后服务水
平。

上学期，新北区西夏墅中心小学
针对课后服务进行了新尝试。学校充
分利用本校教师的教育资源，并积极
引进社会资源，结合地域特色、非遗文

化、研究主题、品牌特色，打造缤纷社团
活动。

据校长王芳介绍，缤纷社团里，有融
合地域特色的“西游记”社团，孩子们用
水墨画勾勒西夏墅的独特风情，挖掘审
美创造潜能；有传承非遗文化的“捏面
人”社团，一团团普通的面疙瘩在小朋友
的巧手中顷刻间变成了一尊尊惟妙惟肖
的人物像，古老技艺、家乡文化得以传
播；“跟着节气去寻艾”社团，结合学校

“青藤农学院”资源，带领孩子们走进艾
草、品味艾草，进而形成热爱健康生活的
文化理念；展现品牌特色的“小小演说
家”社团，着力训练和提高学生口语表达
能力，展示演说的魅力。

开设以来，缤纷社团活动已成为西
小学子快乐的期盼，成长的身影随处可
见。

规范校外培训，形成
良好教育培训生态

今年上半年，新北区教育局以“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为重要手段，多次牵头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消防大队、区疾控
中心等职能部门，在属地政府的支持下，
部署开展了新北区校外培训机构侵害消
费者权益违法行为集中整治、新北区校
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督查等一系列专项
治理工作。通过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强
了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广告招生、
合同使用、校区安全的全方位监督。

此外，区教育局进一步健全信访事
项处置机制，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和属
地政府的工作联动，化解校外培训机构
矛盾纠纷。截至目前，共处理涉及校外
培训机构信访件31件，出具责令改正通
知书8份，取缔无证无照机构1家。

据了解，下一步，全区将围绕“资金
监管+机构减负”双向提升，规范教育培
训市场——落实“双减”工作要求，牵头
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局等职能部
门，以课程管理、时间管理、作业管理、广
告治理为重点，稳步推进学科类教育培
训机构培训项目审核确认、经营主体向
非营利性变更等一系列工作；稳步推进
全区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工作，多措
并举，促使新北区校外培训机构资金安
全工作持续向好；继续坚持“以查促改”，
通过开展常态化督查，引导新北区校外
培训机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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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落实“双减”，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开展“我和稻谷共成长”劳动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