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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你们说有短期培训作文有成
效吗

小小-9年级：不好说，如
果老师给力应该会有效果吧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现在我家作文差，要想办法
提升的

菲~八年级：我只听人
家说实在不行就背范文，我
家写作文就是东拼西凑的

小小-9 年级：找个好老
师突击一下，行动是能缓解
焦虑的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每次40分作文就是31分，我
想想就提一两分也很好啦

小 小 - 9 年 级 ：满 分 作
文，优秀作文先买了看。

菲~八年级：我家 40 分
作文也就这水平，我现在不
指望他作文有提高，只盼着
不要再多扣分了

Andy~七年级：所以不
能偏科，语文最难补，靠积累
的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我们还没补过课，现在想补
也晚了

菲~八年级：连班主任
都问有没有考虑给孩子补补
语文，但语文真不知如何补
起。孩子说，宁做十道数学
物理压轴题也不愿做一篇阅
读分析

小小-9 年级：我家作文
也要扣到8分的

菲~八年级：我家八年
级就六七十分，补来补去还
是那死样子

Andy~七年级：一偏科
总分拉开差距，中考0.5分都
甩掉多少人的

菲~八年级：上半学期
期末语文 71，直接从年级前
十跌到 50 名外，三好生也泡
汤了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你家有优势科目还是很好的

菲~八年级：但语文是
基础啊，不一直说得语文得
天下嘛，语文这样糟糕到高
中去更吃亏

Andy~七年级：是的，语
文要高考的

菲~八年级：他爸现在
就是狠命抓他的理科，要他
保持在前面，语文只能希望
他不要再差下去了。

Andy~七年级：关键背
了以后能灵活运用的

菲~八年级：就是不会
啊，灵活运用才是重点

悠闲的萝卜-九年级：
说的是容易，估计用起来难，
有天赋的孩子就是越来越好

Andy~七年级：有的孩
子会背，但作文题稍有变化，
还是不会写，文理都是有天
赋的

短期培训作文有成效吗
时间：上周 出处：晚报教育初中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了古代中
国人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文化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继之前组织
多期玉石文化营并受到欢迎之
后，4月29日（下周日）下午，我们
将再邀请 20 组小记者家庭一起
走进“宝祥艺术品金融中心”，现
场感受和田玉的魅力。

常州宝祥艺术品金融中心隶

属常州投资集团宝祥典当，中心
位于常州市钟楼区延陵西路民元
里一号，主营业务有网上艺术品
评估、销售、融资以及定期举办艺
术品沙龙等，是常州唯一一家和
田玉私人定制中心，为客户量身
设计个性玉器定制服务，从选料、
设计、确认、制作、验收一条龙。

29 日，我们将带领小记者们
走进宝祥艺术品金融中心，参观

和田玉玉雕手工坊，学习玉石文
化，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玉料
初步雕刻，雕刻的成品还可以带
回家。 周静

时间：4 月 29 日（周日）
13∶30—15∶00

地点：宝祥艺术品金融
中心（钟楼区民元里一号，西
瀛里吾悦国际东面）

29日（下周日），“宝祥艺术”与小记者有约

学习传统宝玉文化 感受和田玉石魅力

情牵西藏，爱聚刘美。在春
暖花开的四月，刘海粟幼儿美术
教育集团全体师生和家长们组
织开展了“爱心传递，情系西藏”
主题活动，向西藏日喀则地区幼
儿园的孩子们捐增衣物。

活动缘起要从一张张特殊
的照片说起。刘海粟美术幼儿
园香江华庭园中三班的萌萌外
公发来了一系列特殊的照片资
料，照片中西藏前线大山里一群
活泼可爱的孩子们穿着单薄破
旧的衣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幼儿园的孩子们看到照片后十
分惊讶，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幸福

快乐的家庭中，这些画面是在他
们脑海中从未出现过的。

西藏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境况
时刻牵动着刘海粟美术幼儿园师
生们的心。由于贫困和物资缺
乏，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老人和孩
子们没有厚实冬衣抵御严寒。了
解到这些，老师们积极与爱心牵
头人取得了联系，策划了此次爱
心捐赠活动，并与孩子们一起共
同绘制了一份“爱心捐助倡议
书”，呼吁大家共同携手传递温暖。

此次公益活动倡议书的发
布受到家长们的热烈响应，家长
和孩子们纷纷回家收集闲置衣

物，叠放整齐后放入募捐箱里。
在后期衣物整理运输过程中，家
长们大力协助幼儿园老师，利用
休息时间再次将衣物进行分类、
消毒和包装，努力将过冬衣物尽
快送达藏区。在大家携手合力
中，满载着师生和家长深切关怀
的包裹犹如一条条爱心纽带，将
刘海粟美术幼儿园与西藏贫困
地区紧紧维系在一起。

一次捐赠活动或许帮扶力
度有限，但却是家长和孩子们爱
和温暖的传递。刘海粟美术幼
儿园的“援藏”爱心活动，不仅让
孩子们懂得了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授人玫
瑰、手留余香，也培养了孩子们
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孩
子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献爱心，
为 这 温 暖 的 季 节 再 添 一 分 暖
意。相信藏区的孩子们尽管生

活贫困，但在爱心援藏活动的感
召下，他们会知道，在山区外，仍
有着许许多多的孩子正在想着
他们、祝福他们，用尽全力地帮
助他们。

王洁清 蔡玲娟 文摄

刘海粟幼儿美术教育集团开展“援藏”爱心活动

爱心传递 情系西藏

文科名列前茅，数学成绩怎么都上不去
名师：做好“垃圾”清理，才会更高效更轻松

孔老师了解了小 C 从小至
今的学习和上课情况，认为小C
的学习态度没问题，但是由于
从小的书法和古筝学习，占用
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当然，这
并不是主要原因，孔老师通过
翻阅小C近期的练习册发现，她
做题不规范，经常犯低级错误，
缺乏严密性，做题粗糙是致命
问题。

针对小C的情况，孔老师提
出了以下建议：首先，保证课堂
质量，课堂进度快，要注意听老
师 的 解 题 思 路 ，做 到 真 正 理
解。在后续的学习中一定要做
好复习，善于总结和反思，寻找
解题规律。孔老师还特别指
出，上课有个别听不懂，可以先
不抄笔记，先听，下课后不懂的
再搞懂。先接受会的，立足于
课堂当时，不要绕过老师讲解
的黄金时间，失去了课堂就失
去了一切。

其次，对于小 C 的情况，孔
老师建议她先把基础知识巩固
好，目前的水平状态不适合大
量地做参考书，应该先把考试
讲的内容弄明白了。另外，她
自己也缺乏选题的能力，建议
更侧重于做好复习，而不是忙
于做题。目前对知识的理解很
肤浅，一定要有时间去消化老
师课堂上讲的方法和步骤。
此外，数学做题要规范，不要跳
步骤，练好计算的基本功，把该
做对的题做对。数学是理解和
思考，更多要做的还有整理错
题和寻找错题的原因，提炼整
理和总结，做好“垃圾”清理，才
会更高效更轻松。

最后，孔老师建议小C学会
平衡各门学科的学习时间，例
如语文英语已经很好了，就多
花些时间在薄弱学科上，找准
定位，提高学习能力。

记者 周静
时间：上周日
地点：常报教育培训工作室
名师：高级教师，市一中数学
教研组长 孔祥武

本次来进行名师诊断
的女生小 C 上高一，平常
学习非常刻苦，语文英语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
数学成绩却总是上不去，
为此她非常苦恼。小 C 的
父亲也很为女儿焦虑，偏
科这么严重，现在高一数
学就跟不上，以后问题会
越积越多，也怕对孩子的
信心受影响，特向本报求
助，希望找一位名师，给女
儿提一些学习建议。

名师诊断

如果您的孩子哪门学
科比较薄弱，我们为您邀请
该学科一线名师，对孩子进
行免费辅导。

如有需要可在“常州第

1 升 学 ”微 信 公 众 号（CZ-
DYSX），或 致 电 88066267，
留下“孩子姓名+学校+年
级+联系方式+薄弱学科”即
可。

“常报·名师家教义务诊断”预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