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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新北区香槟
湖小学举行教师节主题庆祝活
动。各年级组精心组织并推选青
年教师代表进行了师德演讲初
选。活动现场，三位教师代表分
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感悟。校
长沈亚萍带领数位教育专家，参

与“接续成长·共话香槟”沙龙，和
全体教师一起回溯与展望。

今年教师节，学校发出“爱
岗敬业·立德树人”的倡议，教
师郑重签名，各年级还派出教
师代表到签名墙上签名留念。

（郭惠香 杨曌）

新北区香槟湖小学

立德树人，追梦香槟

九年级天爸：《新概念英
语》长久以来就一直是成人版
的，建议忽略少儿版、青少版

《新概念英语》，这个就是来抢
占低幼年龄段市场的，内容太
简单，容易错过英语学习和积
累的黄金时期。如果从既适应
应试，又有相当程度提高的角
度出发，低幼的教材还是朗文
的好

六年级-铭铭：我那天碰到
一个女生，六年级，她已经自学

完初三英语课程了，目前学成
人版新概念二

九年级天爸：六年级一般
也都是新概念二了

六年级-铭铭：她是先自学
初中的课程

九年级天爸：现在小学的
英语和初中的还是脱节的，初
中的要求和难度会上一个台
阶。英语先得有积累和储备，
然后是拔高练习和提高

六年级-铭铭：是的

小学就学新概念英语成人版？新学期，不少家长发现，孩
子升入新年级，原先的班主任
和部分科目的老师都有相应调
整。有些家长难免担心：孩子
适应新教师的管理方式和教学
方法需要时间，会不会影响学
习节奏？家长又应该如何提高
孩子的适应能力？来看记者调
查。

和新老师打好配合，
才会“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学期，四年级依依的班
上，来了位新的英语老师。依
妈说，女儿回家后很开心地告
诉她，新的英语老师非常温柔，
她很喜欢。“从一年级到四年
级 ，每 年 他 们 班 上 都 会 换 老
师。对于大部分新老师，女儿
都很适应，但偶尔也会说，还是
习惯原来的老师。”

晚报教育家长群里，对于
换老师一事，家长普遍持支持
态度。如果孩子不适应，家长
怎么办？“四年级-QQ”说，自己
早就提醒过孩子，只有他主动
适应，爸妈积极配合老师，才能

“你好我好大家好”。“换老师有
时就像进入职场，总会碰到形
形色色的人。不过现在老师的
素质普遍都很高，学校也会给
出最科学的组合，因此我们相
信学校的安排，会引导孩子去
习惯新老师。”

升入五年级的紫璇，在开
学前夕听说自己班上来了新老
师后，很是兴奋。开学第一天，
她就迫不及待地想快点见到新

老师。“我对今后的学习生活非
常期待。希望通过新老师的指
导，我能完成新学期的计划和
目标。”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班主
任。他们表示，学校对于换老
师很慎重，开学前夕，校长会对
老师做专项指导。“我们也会在
家长群里做好解释工作，告诉
家长出于何种原因进行老师的
调配，随后由新老教师在群内
进行交接。”

换 老 师 是 正 常 现
象，可培养孩子的适应
能力

为什么新学期会换老师？
常州市荆川小学（常州市教科
院附属小学）副校长许龑告诉
记者，换老师的原因，从社会层
面来说，国家教育部门为了保
障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每年
都会安排教师进行一定比例的
校际间流动；从学校层面来说，
由于新入编教师等人员加入，
需要综合考虑各年级师资配备
的相对均衡而适当作出调整；
从教师个人而言，也难免会有
休产假、生病、退休等个人原
因，暂时无法继续执教原有班
级。所以，新学期出现换老师
的现象，是很正常的。

她表示，对于孩子来说，
换老师也有一定的好处。“每
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
势。不同的老师能带给孩子
不同的感受、知识视野和思维
习惯。为了得到新老师的认

可，他们会表现得更加积极上
进。”许龑说，“孩子将来总要
走 上 社 会 ，遇 到 各 种 类 型 的
人。让孩子接触不同特点的
老师，也有利于孩子的发展，
锻 炼 他 们 的 沟 通 交 流 能 力 。
家长要相信，孩子的适应性是
很强的，完全有能力和新老师
做好沟通。”

年轻教师有优势，
家长应当给予信任

针对部分家长存在年轻老
师不如老教师有经验的担忧，
许龑认为，年轻老师不一定比
不上老教师。“首先，年轻老师
更加充满活力，在教育教学工
作中会更有激情和朝气，和孩
子的心理年龄更加贴近，更了
解孩子的想法，更容易和孩子
沟通、交流。其次，年轻老师更
有创新精神。新老教师所处的
时代不同，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社会新鲜事物、新鲜话题，在教
育教学上不会墨守成规，敢于
大胆尝试，与孩子们共同实践
探索，培养孩子的发散思维、创
新精神。”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正确
对待“换老师”这件事？常州市
特级班主任、新北区龙虎塘实
验小学学生发展中心主任陈亚
兰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她说，
家长首先要做的，是信任新老
师。“一方面，在孩子面前不断
肯定新老师的优点，也鼓励孩
子将优秀的一面展现给新老师
看。另一方面，家长要全力以
赴支持新老师的工作，为班级
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资
源，家校携手相互成就，共同引
导、扶持学生往更好的方向发
展。”在尊重、理解的前提下，家
长要适时与新老师进行沟通，
尤其是对新老师的做法有异议
时，先进行全面的了解，再试着
换位思考，积极交换意见或诚
恳地提出建议，就“为了孩子的
成长”为目的达成共识，解决问
题。

杨曌

新学期换了新老师，家长应该怎么做？

和新老师打好配合，助力孩子成长

本报讯 近日，第十一届“挑
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落幕。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
院武进分院的《酣然入梦智能小
枕》荣获金奖，并取得国赛入围
资格。本届大赛有 138 所院校
的339项作品参与线上答辩、云
端评审的激烈角逐，全省职业学
校共有三个项目获得金奖，两个

项目获得国赛入围资格。
据悉，“挑战杯”江苏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自 2000 年以
来已举办十一届，是省内举办
层次最高、开展历史最长、影响
力最广的大学生创业竞赛活
动，是挖掘和培养创新创业优
秀人才的重要平台。

（教宣 杨曌）

常州职校获
省级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职业道
德建设，营造良好师德师风氛
围，9 月 9 日，天宁区焦溪幼儿
园举办了“为梦想奋斗·为青春
喝彩”师风师德演讲比赛。

参赛教师们紧扣主题，激
情澎湃地讲述了各自在平凡的
岗位上坚守初心的点滴，每一
则故事都是爱的浇灌，生动展
示了该园老师的良好形象和风
貌。

李芸 文 向磊 摄

焦溪幼儿园

举行师风师德演讲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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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本报讯 结合“开学”节点，
武进区实验小学围绕“千与千
寻”主题，以“成长”串起一周的
始业课程。

启课仪式上，礼仪小使者
示范、讲解两种古代礼仪和现
代见面礼；“投壶射艺”，让孩子
们明白人与人要相互礼让，同
时培养孩子的专注力；三年级
的大哥哥大姐姐亲手准备“聪
明 伶 俐 ”大 礼 包 ，送 给 小“ 萌
新”，表达了对学弟学妹入学的
美好祝愿。

除了启课活动，学校还为小

“萌新”们准备了丰富的一周始
业课程，如走一走校园，初识校
园，感受书院文化；画一画《我心
中的上善书院》；学唱校歌《扬帆
起航》《找朋友》等。学校还为小

“萌新”设计了评价表，各学科老
师根据学生表现，评选出“书院
文明小卫士”“书院艺术小明星”

“书院好声音”“书院科学小博
士”等个性奖项。

该校一（8）班陈思妤妈妈
说：“女儿上了一年级，虽然只有
几天，但我能明显感觉她的成
长。相信孩子在这样的书院熏
陶六年，一定能遇见最美的自
己。”（武教宣 杨曌 图文报道）

武进区实验小学

始业课程开启，
“萌新”先学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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