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芳 版式 朱琳萍 校对 方张 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 第一升学 互动·本版电话：88066267 13

中学 789 年级：我家丫头
常外的同学，高中就是读的国
际班，现在在美国读大学

元元爸-10年级：都是狠人
坤妈-11：那是不要操心

了
淡淡-12：请问有不用操

心的孩子还是有不操心的父
母？应该说可以少操很多心

阳阳妈-12：我家娃还好
的，我觉得超过绝大多数孩
子，让我少操心很多

淡淡-12：少操心，我信，
说一点不操心，我不信

阳阳妈-12：那肯定，除非
父母只关心自己

3.5 爸_18 年级：我只关
心自己

阳阳妈-12：别谦虚，徐州
跑了多少趟了

淡淡-12：别跟女儿奴一般
见识，我是觉得我操不完的心

坤妈-11：冷暖孩子知道
的

坤妈-11：昨天娃穿得少
了，我还一直自责早上没让他
多穿，晚上回来一问，人家说
问同学借了冲锋衣的内胆穿

天下哪有不操心的父母

本报讯 近日，“十三五”
第四批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
学校评比结果揭晓，常州市龙
城小学被授予“江苏省科学教
育综合示范学校”称号。

此次评选由省科协、省教
育厅联合组织考评委员会，通
过网上审核材料及评分，组织
考核组走进学校实地考察等
方式，对参评学校科学教育在
管理机制、开设科学教育课
程、科技活动创新成果、师资
队伍和阵地设施建设等方面
工作情况进行量化考核。龙
城小学在整个评选过程中，一
路过关斩将，在全省众多所参
评学校中脱颖而出，成功入

围。
据了解，龙城小学是教育

部“STEM 教 育 课 程 教 学 改
革”项目学校、常州市科学教
育综合示范学校，在中国青少
年机器人竞赛全国中小学电
脑制作活动（江苏赛区）中获
团体一等奖，从 2014 年至今
连续六届获常州市创新大赛
团体一等奖、常州市建模比赛
团体一等奖，新北区第一、第
二届创客大赛团体一等奖等
荣誉。

本次入选“江苏省科学教
育综合示范学校”的还有田家
炳高中和局前街小学。

（杨曌 苏文艳）

常州市龙城小学

入围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

本报讯 11 月 21-22 日，新
北区教育局组织全区学校在龙
虎塘第二实验小学开展集中展
评活动，29 所小学、20 所中学分
别围绕学校“特色打造”“文化建
设”等内容，对 2018 年以来学校
特色与文化建设的成果进行总
结、展示。

本次展评由各学校校长以
PPT 汇报的方式，展示两年来学
校特色与文化建设取得的新成
果、新进展。

新北区奔牛实小在“新绿文
化”的指引下，从传承篇、特色
篇、指导篇三个方面整体规划学
校文化，使学校文化在一草一木
中渗透，在一墙一画中传递。校
史馆以“好大一棵树”为线索串
连 14 个版块，传递着农村实验
小学特有的文化底蕴；打造省内

第一所航空科普馆，拓宽学生的
科学视野。该校获“苏派名校最
美校园景观”称号，被评为全国
生态文明示范学校、全国环境教
育百强学校。

龙虎塘中学则致力于校园
“龙文化”的建设，通过挖掘校园
文化的内涵，以“基于龙文化背
景下的 RGB 课程建设”为核心，
打造“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体艺
求美”的品牌与特色，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

同时，学校将课程架构、综
合实践与生态文明有机整合，设
立《植 物 研 究》等 多 项 校 本 课
程。学生围绕生态文明主题开
展一系列研究性学习，成果多次
在市、区评比中获奖。今年 3
月，龙虎塘中学获得第九批国际
生态学校绿旗荣誉，成为新北区

第一所获此殊荣的初中。在此
基础上，学校师生通过普及生态
文明知识、开展生态文明实践，
形成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良
好校风。学校先后获得“江苏省
绿色学校”“江苏省文明校园”

“常州市生态文明教育示范学
校”等称号。

据了解，新北区教育局自
2015 年起出台了《新北区中小
学特色与文化建设评估考核办
法》，健全了全区中小学学校特
色与文化建设的评价考核机制，
将继承传统、凝炼主题、顶层设
计、形成体系、常态推进作为加
强学校特色与文化建设的抓手，
基本形成了新北区所有中小学

“一校一品，文化育人”的内涵发
展格局。

（杨曌）

新北教育

一校一品，打造校园特色文化

小 A 接触初中化学只有两
个多月，刚结束的期中考试，他
得了 70 多分，平时小练习也在
75 分左右徘徊。“最近我们又开
始了化学方程式计算的学习，
加上之前留下的诸多问题，我
对学好化学感到有些迷茫。”他
说。

名师诊断

在一对一交流中，小A向陈
老师提出了两个困惑：为什么遇
到化学计算题就无从下手？为
什么考卷上会到处被扣分？

针对第一个问题，陈老师让
他写出相关物质的化学式，但由

于小 A 对原子团以及化合价记
忆不准确，导致写的物质化学式
都是错误的。“准确的化学式书
写是进行有关化学式计算的前
提。”

陈老师说，根据化学方程
式进行的计算是有格式规范和
要求的，且化学计算题和数学
计算存在差异，比如化学计算
中质量代入时是需要带好单位
的。小 A 对涉及杂质的计算以
及气体体积的计算感到特别困
难，因为化学方程式计算过程
中代入物质的质量必须是纯净
物的质量，所以要注意进行转
换，去除杂质后代入；涉及气体
体积时，要根据质量和体积的
换算公式，将体积转化成质量
后再计算。

对于第二个问题，陈老师发
现，在和小A一起分析他的期中
考卷和平时小练习的过程中，小
A 会不停地说“这题我是会的，
但看错了”“这个填空是我记错
了”“这道题我做的时候没注意
到题目中的这句话”⋯⋯“这个
困惑其实也是很多同学会有的，
归根结底，还是基础知识掌握得
不扎实以及平时学习习惯的不
严谨导致的，在考卷上就反映出

‘到处被扣分’。”陈老师说，小 A
对基础知识进行短时记忆的能
力较强，但遗忘率也较高。根据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提出的
遗忘曲线，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
开始，但遗忘的进程并不是均匀
的，最初遗忘速度很快，以后逐

渐减慢。所以学习后的及时复
习巩固很重要。

陈老师提出了以下几点建
议：

一、基础知识要识记。化学
是九年级新学习的一门课程，基
础 知 识 需 要 花 一 定 时 间 去 记
忆。比如化学用语（包括元素符
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等）都需
要背一背记一记。此外，化学实
验仪器名称、实验基本操作要
点、化学物质的性质等在学习后
也要及时复习巩固，这些都是进
一步学习的基础。

二、化学实验要重视。化学
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
学，化学实验是获取化学知识、
提升学科能力的重要途径。化
学实验包括演示实验、探究实
验、家庭小实验等。

实验学习过程中，除了动手
操作增加直观体验外，还要特别
关注该实验的目的、所用药品、
反应原理、实验装置、实验步骤、
反应现象、异常现象分析等，从
而不断提高实验探究能力。即
使是比较难的实验探究题，其实
都来源于书本实验。

对于家庭小实验，课外可以
动手做一做，不仅能够提高学习
兴趣，巩固课堂所学，还能在学
以致用中提高解决具体问题的
能力。

三、错题整理要及时。九
年 级 的 学 习 时 间 紧 ，任 务 重 。
如果只顾埋头做题，不顾回头
整理，往往事倍功半。而错题
整理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方
法。错题可以按类整理，比如
实验类、计算类、概念类等。整
理的过程就是分析、思考、找错
因的过程，越及时越好，对仍然
不清楚的知识点可以向老师和
同学请教。陈老师说，世界上
最有价值的题就是你自己做错
过的题。善于归纳整理，必将
事半功倍。

名师：立足基础，重视实验，整理归纳

九年级男生遇到化学就“无从下手”
义务诊断
义务诊断名师家教

名师家教

，晚报教育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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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常报·名师家教义务诊断”预约中——

如果您的孩子哪门学科比较薄弱，或是对家庭教育存在
困惑，我们对话一线名师，为您排忧解惑。

如有需要可在“常州第 1 升学”微信公众号（CZDYSX），
或致电88066267，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即可。

时间：上周日
地点：常报教育工作室
名师：常州市钟楼实验

中学课程与教学处主任，常
州市化学学科带头人 陈建
娣

记者 杨曌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初中群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教
育技术协会主办的 2019 中小
学智慧教育应用成果展示交
流活动在贵阳拉开帷幕。来
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数千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会
上，武进区教育局获得“全国
智慧教育”优秀组织奖。这是
武进教育连续第七年获此殊
荣，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据了解，武进作为智慧教

育研究的主战场，深耕信息
化，通过数据驱动，变革创新，
行走在未来教育的实践中。
在此次全国“智慧教育”的舞
台上，武进区教师代表队 5 堂
课入围现场执教展示，10堂微
课入围现场说课展示，27堂优
质录像课例、19个微课录像入
围现场公开展示，成果展示数
量之多、质量之高位居全国前
列。 （杨曌）

武进教育

连续七年
获全国智慧教育优秀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