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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常州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暑假班报名最后一天。上
午 9∶00，庄女士匆匆赶到活动中
心，打算给升二年级的儿子报小
记者、硬笔书法、机器人3门科目，
被告知，低年龄段的小记者班早
就满员，硬笔书法、机器人班的名
额也有限。上课时段挑选余地不
大，庄女士报的硬笔书法、机器人
班，都在下午1∶00-2∶30。

来自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数
据，自 5 月 31 日启动网络报名以
来，暑假班共报名 1.9 万余人次，
同比增加 2000 人次，其中，新生
占比2/3。

相关老师介绍，今年报名又
有新变化，艺术类科目明显升温，
小班更受欢迎。

一大半学额都是网报完成

据了解，今年暑假班，市青少
年活动中心共开设 70 余门科目，
投放 2.1 万多个名额，新增少儿篆
刻、专注力训练、思维导图、管乐
团等 9 门科目。其中，新生开 600
多个班级近1.4万个名额。

今年网报首次提前至 5 月 31
日早8点开始，加上网络报名系统
经优化后更顺畅，第一天网报，就
报了 6000 多人次的新生。6 月 1
日，现场报名同步开放，“这么多
年来，第一次未见报名大厅排长
队的情景。”教务处相关老师称。

截至 10 日，共报名 1.9 万余
人次，其中一大半是在网上成功
报名、缴费。此外，从今年开始，
老生续费同样可上网操作，省却
了现场排队的麻烦。

科技、艺术类科目升温快

教务处这位老师介绍，根据

孩子的年龄段，家长在科目的选
报上各有侧重，低年龄段首选绘
画、跳舞，中年龄段的孩子偏好科
技、器乐，到了五六年级，素描、编
程明显报得更多。

绘画、写字仍是传统“爆款”
科目。科技类科目越来越“热”。
编程新生班报了 24 个，加上老学
员，一共 41 个班。因机房有限，
已达到最大饱和量，这两年一直
维持在这个数量。无人机今年第
三年开班，从一开始的2个班增至
5个班。

颇令活动中心老师意外的
是，往年“遇冷”的艺术类科目今
年升温快，几乎所有器乐科目都
增加了班级。如，小提琴，原本
只有 5 个班的计划，后又临时增
加了 2 个。吉他是班级数增加比
例最高的科目，不仅 16 人/班的
大课由 6 个扩至 8 个，今年首开
的 10 人/班的中课，两个班的名
额，网报首日就被报满了。就连
以前年年鲜有人问津的少儿京
剧，今年招了 4 个班，男女生各 2
个。

中心老师分析，报班倾向折
射出家长愈发重视孩子综合素质
的培养，另一方面，或与艺术纳入
中考有关，有家长报班时明确表
示，“中考要考音乐，先培养点艺
术细胞。”

家长更青睐小班

统计显示，家长报班除了科
目 多 元 化 外 ，还 呈 另 一 个 新 趋
势——更青睐精品小班。

以机器人为例，中心开了两
个班型，10人/班的小课，18人/班
的中课。尽管小课收费稍高一
截，但26个小课班4日就报满了，
反而是 15 个中课班，至今还有三
四十个名额。3 个班型的古筝，1
对 3 的小班于 6 月 1 日就满员，大
提琴增开了一个 1 对 2 的小班后，
有学员从 1 对 6 的班上转过来。

“这说明家长更追求课堂品质。”
此外，家长报班趋于理性，一

个孩子普遍报 3~4 门，一下报七
八门的不多见了。

毛翠娥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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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花园第二
小学举行了“墨韵书家国 情
怀润童年”校园首届书法闭幕
式活动。

现场，花二的一百多名
小小书法家们或挥毫泼墨，
或以刀为笔，现场书写、篆刻

“家国情怀”。
中年级学生表演的朗朗

童谣彰显了时代文化和家国
精神，绘本表演《少年王羲

之》更是彰显少年学习书画
的决心。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响应“墨韵钟楼”书法教
育工程，花二开展了持续一
个多月的书法节，组织了“书
法知识我介绍”“书法故事我
来讲”“硬、软笔书法比赛”等
活动，全校 29 个班级、1400
余名学生人人参加。
（赵亚波 毛翠娥 图文报道）

百余名学生现场书“家国”

本报讯 6月10日，滨江
中学小广场上，人头攒动，熙
熙攘攘：有的在造型各异的
纸艺或木工作品前细细端
详，有的围着无人机、车辆模
型展台聆听老师的解说或体
验操控，还有的坐在展台前，
借助一方稿纸或一张棋盘挑
战往期学员。

这是滨江中学（省常中
滨江分校）校本课程展示活
动里的一幕。每门校本课
程都拥有一个展位，展现该
课程的文化或学科特色，也

有实物成果展示或即兴表
演。部分课程还为前来观
摩的同学提供了现场体验
的机会。

为了增强活动的互动
性，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真实
需求，七八年级的每个同学
都拥有 3 枚“大拇指”标签，
可以在展板上为三门最心仪
的课程点赞。活动结束后，
学校据此评选“我最喜欢的
校本课程”和“最有创意的校
本课程”。

（蒋丽辉 何宇鹏）

滨江中学

设摊展特色，集赞选最佳

本报讯 6 月 5 日下午，武进
区湟里中心小学党支部组织了
一次以“知敬畏、明底线、守初
心”为主题的知行活动，部分党
员、青年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了
本次活动，参观了武进区清廉
馆，现场接受了廉政教育。

在参观学习中，大家纷纷表

示，要以此次参观学习为契机，
严格要求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
坚定理想信念，从思想上牢固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荣誉观，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筑牢廉政思想防
线，做到警钟长鸣、洁身自好，树
立依法、公正、廉洁、高效的教师
形象。 （陈国荣 图文报道）

湟里中心小学

观廉政教育基地，筑廉政思想防线

本报讯 近日，新课标、
新教材、新课堂——常州、无
锡、扬州、镇江四城特教联盟
教研活动在光华学校进行。
来自四市 20 余所特教学校
的近百名教师，共同就新课
标、新教材下，如何进行教学
设计、实施教学过程和开展
教学活动进行交流学习。

活动中，来自四市的各
一名特教教师，对新教材《生
活数学》中的《比高矮一》进
行了课堂教学展示。系统

性、逻辑性、可操作性的现场
教学课堂让与会教师备受启
发。

据了解，盲校、聋校和培
智学校三类特殊教育学校的
新课程标准在 2016 年颁发。
2017 年，人教版新教材正式
投用。其中，培智学校一共
有三门新教材，分别是生活
语文、生活和数学和生活适
应。四城特教联盟 2018 年
成立。

（尤佳）

四城特教联盟教研

促进特教课程改革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丁堰
小学党支部全体党员开展六月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交流了对
于当前“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的认
识以及观看《张富清：英雄本色》
感受。

会议学习中，强调全体党员
要做好学校“廉洁建设”示范员、

宣传员，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思想
绝不松懈，带领广大教师严格遵
守教师职业道德，绷紧“廉洁自
律”的弦，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校
园氛围。

本次党日活动还邀请了学
校入党积极分子及优秀骨干非
党员教师一起参与。

（赵霞 图文报道）

丁堰小学

主题党日再谈廉洁党风建设

花园二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