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芳 版式 洪斌 校对 方嘉蕾 张莹 2020年5月8日 星期五 第一升学 校园·本版电话：88066267 15

本报讯 每天录一则论语讲
解，剪辑后发布到微博，常州市第
二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查睿扬因
此成了校园达人。

打开小查的微博“七代目鸣
人 zry”，里面都是他“说论语”的
专辑，迄今已上传了“学而篇”“ 八
佾篇”“为政篇”“述而篇”“礼仁篇”
五个篇章百来则。每一则，还联系
生活谈感悟，这让原本有些晦涩的
古语，变得通俗易懂。如，“祭如
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
如不祭”这一句，他这么解释：学习
时应专心致志，如果做不到心到口
到眼到，还不如不学，因为状态不
佳肯定达不到目标。

视频中，小查正襟危坐，面对
镜头侃侃而谈。虽然每则视频时
长仅 1 分半左右，却都是反复打
磨的精品。“每天录2到3则，他追
求精益求精，不满意的主动要求
重录。”查妈妈负责视频拍摄，儿

子的毅力和恒心让她倍感欣慰。
“小查说论语”录制始于刚过

去的超长寒假。查妈妈是语文老
师，母子俩商量以这样的形式给宅
家生活加点“料”。“一是他即将小
升初，需要修炼古文内功，为今后
的学习打基础，二来，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在德行上需要引导，论语是
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妈妈说。

不知不觉，一个假期，“小查
说论语”录了 100 多则，在微博上
也收获了大量的转发、点赞。成
长在潜移默化间，最近，查妈妈给
他看七年级的古文，他断句自然
流畅，理解得也不错。

小查自一年级的暑假开始就在
“喜玛拉雅”电台开设了个人电台，
从小古文100篇读到英文绘本，再
到唐诗 38 首，寒暑假是集中创作
期。“这次的‘说论语’算是进阶版
吧，从音频到视频。”查妈妈说。

（毛翠娥 王珏）

每天说两则论语

六年级男生化身“小主播”

本报讯 来自市教育部门的
信息，为进一步提高常州市残疾
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水平，深
入推进融合教育，全市 62 个乡镇

（街道），现已建设完成 135 家普
通学校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基本
实现所有乡镇（街道）学前和小学
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全覆盖。

此外，初中阶段已有 18 所建

设 完 成 ，30 所 正 在 建 设 ，预 计
2020 年底基本实现初中融合教
育资源中心全覆盖。融合教育
资源中心将充分发挥指导辐射
作用，为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工作
提供必要支持，切实保障全市特
需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

（教宣）

我市实现学前、小学
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全覆盖

本报讯 节前，常州市教育局
收到了一封来自陕西省白河县教
育系统的感谢信，感谢常州幼教
友情捐赠的家庭教育游戏资源，
为当地家长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提
供科学指导。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全民宅在家中，幼儿教育的
任务主要落在家长身上。常州
市教育局相关部门组织幼儿园
老师们精心汇编了《幼儿家庭趣
味 游 戏 集 锦》。 全 套 共 5 本 近
500 个微视频，涵盖“语言、科学、
社会、艺术、健康”幼儿教育的 5
个领域，集趣味性、实践性和教

育性为一体，指导家长、幼儿宅
家享受快乐的亲子时光。

得知特殊时期，白河县幼儿
家庭教育面临各种挑战时，常州
市教育局及时向其捐赠了《幼儿
家庭趣味游戏集锦》。 白河县教
育部门表示，常州捐赠的这套游
戏资源，解决了当地教育部门指
导家长工作资源匮乏的燃眉之
急，让全县 58 所幼儿园的 6759
名幼儿家庭从中受益。

据了解，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常州市教育局就和白河县开始了扶
贫助学行动，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毛翠娥 教宣）

常州教育

向陕西白河捐赠幼教资源

体验“农耕”生活，寻访“最美”劳动者，在“云”端推介家乡美景、美食⋯⋯

劳动节的N种打开方式，你get到了吗？

寻 访“ 最
美”劳动者，下
地体验“农耕”
生活，在“云”端
推介家乡美景、
美食⋯⋯刚过
去的“五一”假
期，我市多所中
小学布置了一
系列“劳动”和

“节日”主题的
创意任务，引导
孩子们开展劳
动实践，体味别
样假期的快乐。

下地除草育苗，当一回“小农夫”

“五一”期间，市一中高二
（8）班的孙欣怡、张雨轩等学
生来到学校的“胶囊农场”，种
下了丝瓜、甜瓜、苋菜等蔬果
种苗。“累，但也很新奇。”孙欣
怡期待，不久后校园里瓜果飘
香。

这块位于学校操场北面
的一块荒地，被 8 班学生“开
发”成校园农场，一半成了他
们的“自留地”。从垦荒到种

下种苗，从未干过农活的高
中生们体验了一回“农夫”生
活。

班主任孙旭介绍，学生在
种植过程中将结合学科知识
开展研究性活动，比如，探讨
光照、土壤、肥料对农作物生
长的影响，今后，农场的打理
也将更具科技范儿，采用智能
化浇灌并实现水肥一体化；架
设云监控，学生在家即可随时

观察⋯⋯“这些功能的实现基
本让学生自主完成，鼓励他们
动手又动脑。”

焦 溪 小 学 地 处 城 郊 ，学
校布置的假期劳动活动清单
中，有一项是下地参加田间
劳动。五（4）班的莫涵鹏和
小伙伴走进了葡萄园、梨园，
了解“夏黑葡萄”“焦溪蜜梨”
的生长过程，并一起动手拔
草、浇灌，过了把“劳动瘾”。

厨艺大PK，劳动中提升生活技能

放假前，博爱小学发出了
“暖心小厨神”的居家建议，倡
议孩子们为家长做一份营养
早餐，学做一道菜。博爱娃们
或请教爸妈，或跟着抖音学
习，并在班级群秀起了厨艺。

三（1）班的蒋恬，尝试给
全家准备了三明治早餐，从刷
黄油、铺面包到煎鸡蛋，一气
呵成，“经过这次锻炼，我感受
到了妈妈平时在厨房里的忙

碌和辛劳，以后，我要好好吃
饭，珍惜劳动成果。”

为培养学生的自理劳动
好习惯，华润小学假期里开展
了“春天小当家”的劳动实践
活动，按年级开出富含“春天
味道”的劳动清单，一年级剥
豆豆，二年级择蔬菜，三年级
包馄饨，四年级煮一锅香米
饭，五年级做一份时令甜品，
六年级做一道家乡菜。“美食

融入了孩子们的创意，也是劳
动的意义之一吧。”学校相关
负责人表示。

而在西林实验学校，四年
级班主任王海燕布置了寻找
被“遗忘”的劳动技艺的作业
——钉纽扣和缝沙包，“针线
活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希望
孩子们在缝缝补补中，既能寻
一方乐趣，也能锻炼手指关节
的灵活性。”

寻访“最美”劳动者，感受平凡岗位的不平凡

为引导青少年崇尚劳动
美，向所有奋斗中的劳动者致
敬，“五一”期间，局前街小学
开展了“寻访劳模”的活动，中
年级学生寻访了身边的劳模，
听他们忆峥嵘岁月，讲述在平
凡岗位上的坚守和奉献。

四（8）班许梓涵同学走访
了连续 36 年在新北区奔牛镇

东桥村担任村支书的全国劳
模张全泉老人，她说，老人带
领全村百姓走上致富路，退休
还发挥余热，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退而不休的老支书精神，

“被张爷爷甘于奉献的精神深
深打动，我要以他为榜样，长
大 后 为 祖 国 的 建 设 出 一 份
力。”

焦溪小学则开展了寻访
身边最美劳动者的活动，年洪
羊汤店的老板夫妇，杏林儒医
丁谏吾，身残志坚的电器修理
工承德明，乃至田间劳动的老
爷爷⋯⋯都成了孩子们寻访
的对象。这些普通劳动者身
上的故事，同样深深打动大
家。

线上云旅游，争当“城市代言人”

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局小
发起了线上云旅游活动，鼓励高
年级同学利用小长假，制作微视
频推荐家乡的美景、美食、文化。

孩 子 们 争 当“ 城 市 代 言

人”。五（3）班陆晓乐同学剪
辑的视频画面丰富，配乐轻
快，既串联了天目湖、天宁宝
塔、春秋淹城等地标景点，又
展示了银丝面、大麻糕、焦溪

扣肉等地方美食，看完后让人
心之向往。六（1）班于书菡同
学探访了“老字号”德泰恒，用
镜头记录下常州名点网油卷
的制作过程。 毛翠娥

焦溪小学的学生在果园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