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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娜娜：我家
女儿一考不好我就焦虑，
你们也会这样吗？

五年级-铭铭：我也是
哦，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去补

宸妈四年级：不会，了
解孩子错在哪个方面，是
一次性的还是经常性的

刘述鑫妈妈：我也不
会，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家长得有耐心。只要
孩子不失去对学习的兴
趣，啥阶段都能冲刺

四年级-娜娜：感觉
数学好难。我们家平时数
学都做小数报，但是刚上
三年级数学就考五六十分

二年级-豆豆妈：平
时多做题目，各种题型都
遇到了就好多了

四年级-娜娜：难啊，
感觉绕圈圈

五年级-铭铭：数学

还好，就是语文。又不细
心，基础题还会错，字也会
写错，阅读一塌糊涂。语
文阅读怎么补啊

四年级-娜娜：上上
小记者班了

六年级-陈陈：我们
书看得多，但是语文还是
拖后腿

宸妈四年级：语文现
在难了，基本考试书上内
容很少，考的是孩子的阅
读层次和理解能力。我们
每次考试还有新闻题，新
闻时事解析

三年级，彭妈：我们也
有，语文卷上有应用题，挺
好的，学以致用嘛。到了
社会上，都是综合学科的
运用。有一次还出现了一
大段英文，考完评讲试卷，
语文老师照考卷读，非常
好听，孩子们那个崇拜啊

孩子一考砸，家长就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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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时间：上周 出处：晚报教育小学群最近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
子：“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
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答：在
美国肯定是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
够。”不仅如此，一位上海老师还转
发并评论称：“在上海同样不够！”

关于“孩子英语词汇量大小”
的问题，引发了不少家长思考。
有家长认为，词汇量大有助于提
高英语阅读理解能力；也有家长
表示，词汇量固然重要，但“词不
离句，句不离境”，还是要能在生
活中实际运用才行。

小学阶段要把大学四
级单词都背会？

与“北京海淀区 4 岁孩子英语
词汇量1500个到底够不够”相似，
常州家长黄女士向晚报教育咨
询：小学阶段是否需要把大学英
语四级的单词都背会？

黄女士家儿子可可在实验小
学上四年级。听“过来人”说，英
语学习单词积累很重要，小学时

期最好能掌握大学四级英语词汇
量，即 4000 个单词，有助于提高
做英语阅读题的效率。“现在儿子
除了平时的英语课，还在学新概
念一，词汇量差不多有500个。也
就是说，五、六年级至少得掌握
3500 个单词，这么算来还是有些
紧张的。”黄女士说。

于是，在即将到来的暑假，黄
女士已下好了“百词斩”“有道”等
英语 APP，和儿子一起制定了单
词积累计划，希望至少能积累三
四百个单词。“他对英语还挺感兴
趣的，所以学起来也比较积极。”

母语是英语，却在国
内英语考试中垫底

相比之下，英语母语的孩子，
是否就具有绝对优势呢？市民陈
先生的两个儿子出生在英国，大
儿子 8 岁时，夫妻俩把他送回中国
学中文。“当时读的私立学校，结果
小孩二年级考英语，89 分，班上倒
数第二名。”陈先生无奈道，“孩子的

词汇量，日常交流肯定是没问题，但
他每次考英语，都考不过国内学生，
可以说是垫底的分数。”他说，国内
孩子太拼了，儿子每晚8∶00准时上
床睡觉，而家长群的娃都还在做作
业。在中国呆了两年后，一家人又
把孩子送回了英国。

晚报教育家长群里，“团妈五
年级”认为，词汇量大当然好，很
多学生都不敢开口说英语，就是
因为“词穷”。“但词汇量大了，不
在生活中运用，又有什么用呢？”

根据孩子学习动机，
提供条件积累词汇量

英语教龄 17 年、常州市局前
街小学英语教研组组长刘宝杰说，
一般来说，在常州，别说4岁孩子词
汇量 1500 个，小学四年级的词汇
量都难达到1500个。“粗略估算一
下，在无课外单词积累的前提下，
小学三年级英语词汇一般300个/
学年，四年级 400个/学年，加起来
就是700个。如果加上课外积累，
才有可能达到1500个。”

对于词汇量的积累，刘宝杰
认为还是有必要的。“语言就是靠
积累的，无论是从应试还是从运
用的角度考虑，小学阶段的英语
词汇量多多益善。”不过，如果孩
子只是认识单词、会做题，短期内
可能会达到辅助效果，但并不是
真正理解运用。

因此，小学生应该避免机械
记忆单词。刘宝杰建议，有条件
的家庭，应当根据孩子的英语学
习意愿和动机，为孩子创造条件
积累词汇量；其次，学生可以通过
文本、语境、例子对单词进行理解
记忆，并且学会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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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最好能掌握4000个英文单词？英语名师建议——

小学生避免机械记忆，词汇量积累要得法

焦潇是常州科技经贸技工
学校 2018 级汽修专业学生，近
日，在学校学期末综合评比中，
他以优异的表现和成绩名列前
茅，从众多评优评先者中脱颖而
出。

规范严格的学生管理，是常
科贸的一大特色。据焦潇回忆，
去年 9 月，学校为所有新生开了
一场入学教育指导讲座，从校园
管理、学生个人习惯等各方面进
行了严格规范，让他记忆犹新。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实行的
‘千分考核’制度，从细节处培养
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习惯。”

独创“千分考核”制
度，“准军事化”管理学生

焦潇所说的“千分考核”，其
实是学校独创的德育管理评价
机制，即每学期每位同学均设
1000 分作为底分，按各种情况

进行加分或扣分，每学期末统计
总分，计入个人操行评定。据该
校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张东介绍，

“千分考核”对标行业内最高标
准，对学生学习、生活进行管理，
确保学生愉快学习、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能力发展良好，从而进
一步完善学校的日常管理，更好
地培养有牢固的专业知识和业
务能力，又有良好思想品德及个
人修养合格的人才。

入校半年来，身为班长的焦
潇不仅以身作则，还积极参加各
项竞赛活动，在“千分考核”中始
终名列前茅。他坦言，自己以前
缺乏自信，是常科贸给了他信心
和鼓舞。不仅如此，一向不拘小
节的他，还逐渐养成了礼貌问
候、收拾碗筷、整理宿舍等好习
惯，并把这些好习惯带回了家，
得到了父母的称赞。

此外，学校的准军事化学生

管理制度也是一大亮点。张东
告诉记者，各班由优秀教师担任
班主任，实行 7×24 小时服务
式、跟踪式管理模式，辅之以全
校覆盖的实时监控，反馈校园安
全、教室上课、学生就寝、学生纠
纷等情况。

采访中，一个细节足以体现
学校对于学生管理的细致：学生
请假有严格的请假制度，需要一
式四联，学工处、宿管、系部、班
级各持一联，保证请假学生信息
及时共享，避免因管理疏忽导致
学生私自外出。

值 班 老 师 24 小 时
“待命”，保证学生安全

常州科技经贸技工学校实
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每个时间
段都有老师在岗值班，保证学生
安全，巡查学生违纪情况，及时
处理上报。

学生如有生病情况，值班教
师负责送医，并告知家长。

杨建武是常科贸 2017 级烹
饪专业班主任，同时，他也肩负
着值班老师的责任，一般一周值
班 3～4 天，最多的时候有 5 天。

“每天我们学校配备 30 位值班
老师，白天 20 名，负责在学校巡
逻，协助班主任维护班级纪律
等；晚上 10 名，负责查寝、督促
学生按时休息。”入职三年来，杨
建武每天都住在学校，遇到突发
情况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及时
处 理 ，对 他 来 说 已 是“ 家 常 便
饭”。虽然累，但杨建武觉得很
值得，“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家长

和学生都放心。”
学生的个人素养是体现学

校管理质量的重要方面。常科
贸根据学生特点，制订了“六个
一”工程：日施一礼，做一个有礼
貌的人；日行一善，做一个有道
德的人；日读一书，做一个有文
化的人；日记一文，做一个有思
想的人；日练百字，做一个有定
力的人；日讲一闻，做一个有才
能的人。在同类院校中，该校还
率先实行“无烟校园”“平安校
园”“文明校园”“智慧校园”等先
进管理制度，为学生学习、生活
提供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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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科技经贸技工学校

独创“千分考核”，校园管理多措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