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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午第二节课下课铃
声响起，高一（5）~（8）班的学生，纷
纷拿起数学学习资料走向5楼选修
教室。同是单元测试讲评课，（7）
班小汤同学和其他同学所组成的A
班，课堂内容相对更精炼，老师讲
得更细致。

这是 2018 年 12 月 29 日记者
在戚墅堰高级中学（省常中分校）
看到的一幕。不再按平行班上课，
而是根据学生的学科兴趣自主选
择走班上课。本学期期中考试后，
戚墅堰高级中学在数学、物理、化
学3门学科试水选课走班。

学生按学科兴趣自主选
择走班

戚墅堰高级中学高一现 8 个平
行班，每4个班一组实行选课走班，
分成A、B、C三个类别，学生按学科
兴趣和发展需要，选择在哪个类别
的班级上课。

具体来说，A班侧重基础，精讲
精练，基础知识更扎实；C班对思维
能力要求较高，课堂节奏更快；B班

则位于A、C之间。4个班的走班设
置为，A、C各1个班，2个B班。

记者听的这节数学单元测验
讲评课，考察的是“三角”的相关知
识点。单从试卷来看，仅解答题 C
班就比 A 班多了一道大题，而同样
的题目，A班是层层递进设计问题，
C班的问题则“一步到位”。

“这样的课堂，学习能力和难
度要求相当，最大限度地为每位学
生提供适合的教育。选课走班是
高中新课改的一大亮点。”校长俞
群祥说。选课走班实行动态管理，
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半学期调整
一次，除了课堂教学容量和针对性
不同外，教学进度和评价要求保持
一致。

“分类教学”让学生提升
反思能力

数学老师赵菲此前有这样的
困惑：随着学科难度加深，学生的
学习水平差距拉大，这导致课堂教
学陷入尖子生“吃不饱”、“学困生”
听不懂的两难境地。走班后，赵老

师的教学更得心应手了。如今，她
带C班，课堂出现几点变化：课堂节
奏快一点，拓展多一点，师生互动
也多了。她坦言，新模式下老师也
面临挑战，督促她不断提升专业知
识，“课堂上学生可能随时生成新
问题”。

自信心提升，学习内驱力得以
激发，是 A 班学生最显著的变化。
小汤同学自称“理科偏弱”，进入 A
班，他感觉“听课没那么累，因为老
师讲得比较细，基本都能听懂”，课
后作业花的时间也少了。这次的
物理单元测验，他比期中考试多了
10 多分，其他两门理科，也略有进
步。

而对于身处 C 班的学生来说，
“分类教学”让这部分学生反思自
己的学习方式。高一（8）班女生小
巢，平时在平行班位居前列，她说，
C班课堂内容深奥了，节奏也快了，
这也“倒逼”她提高学习效率。课
后她会多做两道拓展性的题目，

“本有些担心跟不上节奏，目前来
看还比较适应。”

（毛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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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茉莉花》《杨柳青》
《沂蒙山小调》⋯⋯元旦前，谭市
小学的学生们以“唱唱家乡民
歌”的形式共庆佳节。

谭市小学地处城郊结合处，
全校 620 余名学生来自全国多

个省市。学校挖掘独特的教育
资源，引导学生了解两个家乡不
同的文化差异。持续一个月的

“厉害了，我的家乡”主题月活
动，学生在班队课聊聊家乡的方
言，微信群里晒晒亲手制作的家
乡美食，通过思维导图罗列家乡
优点，“民歌演唱会”更是把活动
推向了高潮，或整班大合唱，或
组队小合唱，孩子们通过一曲地
方民歌抒发爱乡情怀。

（蒋杰 图文报道）

谭市小学 欢唱家乡民歌

本报讯 元旦前夕，郑陆
实验学校首届校园文化戏剧节
现场展演华美绽放，七、八年级
学子用精彩纷呈的表演诠释他
们对文本的理解。

此次参加展演的戏剧节目
丰富多彩，既有名著新编《观音
菩萨收服红孩儿》《尸魔三戏唐
三藏》，也有绘师生风采的《望
子成龙》《永远的三班》等，孩子
们自编自演，塑造了一个个鲜
活的人物形象。值得一提的
是，道具制作、服装设计、视频
剪辑也都出自学生之手。

近年来，郑陆实验学校积
极推进江苏省“农村初中语文
课程基地建设”，借助校园文化
戏剧节的开展，实现语文和艺
术学科的相互渗透、有机整合。

（卜萍 文 程思武 摄）

郑陆实验学校

戏剧节首秀
剧演人生

本报讯“215元一次，215元
二次，215 元三次！成交！”1 月 2
日中午，教科院附中举行了一场
热闹的竞拍会，学校党支部书记
袁鹏飞挥毫写下的“天道酬勤”拍
出了全场最高价。

这场主题为“ 挥墨展才艺
巧手传爱心”的拍卖活动，是校
园艺术节的一个分支。参加竞
拍的拍品主要来自于学生的艺
术创作，有剪纸、手工花、十字
绣、书画等。这边厢，拍卖热闹

进行中，那边厢，师生现场挥毫
泼墨，作品即时参与竞拍。最
终，40 余件拍品共拍得近 2000
元。

校方表示，活动在展现附中
学子的文化素养之时，进一步培
养了他们的爱心意识。当天，该
校“紫荆天使”校园爱心基金启
动，本次拍卖所得的爱心款将全
部存入基金，作为学校的慈善活
动资金。

（戈德蓓 毛翠娥 文 陈圣方 摄）

教科院附中 才艺拍卖传爱心

本 报 讯 元 旦 前 一
天，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龙韵少儿筝团受中央
电视台邀请，前往央视演
播厅录制跨年节目。一
曲《雪山春晓》，让听众在
寒冬里感受到新一年的
希望和喜悦。

龙韵少儿筝团是常
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众
多少儿艺术团中的一个，

这次是该团成立不到一
年来首次参加国家级演
出。

常州市青少年活动
中心成立二十多年来，坚
持公益，为孩子们开展了
近 60 万人次的科学艺术
类培训，还培养出了一大
批在艺术、科技方面有发
展前途的好苗子。

（黄晨 车文群）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龙韵少儿筝团亮相央视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5 日，天宁区人大、政
协的代表和委员实地考
察已竣工的二实小新校
区。记者从校方获悉，今
年 9 月，新校区将投入使
用，届时，为配合老校区
原地改造，部分年级将到
新校区过渡。

二实小新校区紧邻
天宁区政务中心，占地面
积 28768 平 方 米 ，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破土动
工，去年 12 月竣工交付，
共投入约 1.47 亿。学校
按 8 轨 48 个班设计，以

“建一所真正属于儿童的
学校”为设计理念，秉承
二实小的历史和文化，将
校园建成一座“艺术馆”

“科技馆”“运动馆”。

新校区基于儿童立
场，将生态理念融入建筑
和环境布局中，将运动理
念和运动习惯融入学生
日常生活，设计“动心”

“动手”“动脑”系列个性
化自主学习课程，每一个
空间都是学习、活动、休
闲的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新校
区是常州首个利用地下
车库接送学生的学校，有
178个地下机动车车位和
公共接送区域，实现人车
分离；屋顶花园农场集光
伏发电、雨水收集、种植
灌溉于一体；以毗邻天宁
全民健身中心的地理优
势，届时开设武术、柔道、
游泳等校本课程。

（王钰 毛翠娥 文 李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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