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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溧阳市南
渡中心小学开辟了校园“乐
渡农场”劳动教育基地，8 个
班级成为首批“农场主”。

据了解，前期，学校面向
全 校 班 级 公 开 招 聘“ 农 场
主”，全校师生踊跃报名。经
过学校红领巾监督岗、家长
委员会评选，结合班级表现，

“乐渡农场”的 16 垄菜地管
理权有了归属，最终，三-六
年 级 共 8 个 班 获 得 本 学 期

“农场主”的正式授牌。
为了让每个班级都有机

会管理菜地，“农场主”每学期
都会轮换。校方表示，将提供
农场管理所需的一切用品，而
在这片菜地中长出的劳动果

实会全部归管理班级的师生
共享。新上任的“农场主”通
过向身边的长辈和有经验的
农民们咨询请教，很快商量好
了种植的品种。青菜、萝卜、
香菜、大蒜、包菜⋯⋯种植活
动有序进行着。种子才刚刚
种下，孩子们已开始期待丰
收后的场景了。

据南渡中心小学校长任
祥春介绍，南渡中心小学是
常州市劳动实践课程群研发
与实施领衔校。“我们学校开
辟‘乐渡农场’，让孩子们在
亲身参与农耕实践课程中，
品味劳动的乐趣和艰辛，传
承劳动文化。”

（杨曌 董亚萍 图文报道）

溧阳市南渡中心小学

学生当起“农场主”

椰子一 13：我家今天发
了张铺好的床铺照片给我看
看，刚想表扬，她说是舍友帮
忙铺好的，舍友嫌她铺得不
整齐，看着难受的

悠闲的萝卜-十二年级：
我 家 以 后 估 计 也 是“ 手 残
党”，洗澡都是丢三落四，铺
床铺得乱七八糟

椰子一 13：我们在家也
都是我准备好的

3.5 爸_18 年级：@椰子
一 13 你们宿舍什么样的？
以后都是床帘一拉，谁知道
你怎么样啊

椰子一 13：6 人间，老宿
舍

菲妈 9 年级：这点我家
还好的

3.5 爸_18 年级：自己睡

的床都是在上面，一般别人
都看不到

悠闲的萝卜-十二年级：
那就不拉开啦？我都怕他以
后被人家笑的，自理能力不
行。他说我出去了自己会
弄，现在是没时间，我持怀疑
态度

菲妈 9 年级：这个甭担
心的

悠闲的萝卜-十二年级：
以后太邋遢了想想真的受不
了

菲妈 9 年级：眼不见心
不烦

3.5 爸_18 年级：可以陪
读，有家长在大学边上租房
子陪读，你也可以

珊-8：如果娃考研可以
考虑，否则NO

娃的自理能力让人愁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义务诊断
义务诊断名师家教

名师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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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师档案：朱光琪，常
州市花园中学语文教研组
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常
州市语文学科中心组成员。

记者 杨曌

在初中阶段的语文学习中，有
学生感慨：“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
文，三怕周树人”，文言文首当其
冲。随着部编版语文教材的统一
使用，文言文的地位愈加重要，但
如何学好文言文，却让同学们头
疼。

Q：部编版语文教材，在内容
上、编排上有哪些变化？在考试
中，所占比重有多大？

A：部编版语文教材在内容编
排上的变化归纳为以下几点：立德
树人，润物无声，更亲和；贴近生
活，与时俱进，更接地；精读教读，
略读自读，分课型；篇数减少，内容
丰富，更有效；增加积累，注重写
作，重兴趣；落实素养，构建体系，
学语法。值得注意的是，初中三年
的教材，古诗文总篇数提升到 124
篇，占全部课文的 51.7%，这是语
文教材中，文言文所占比例最高的
一次，体现了新教材注重文化经典
和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的理念。
在考试中，课文内容所占比重也会
相应增加。

Q：很多学生反映，文言文枯
燥乏味，与现代语文的阅读习惯相
差甚远，不知从何下手，对此，您怎
么看？

A：想要学好文言文，首先，在
心理上，不能有畏难情绪。文言文
的难易，很大程度上，在于主观心
灵的感受。拥有不畏难的心态，一
定能学好文言文。其次，想要学好
文言文，最好的学习方法，最佳的
切入点就是大声朗读。这里所说
的朗读是大声的，是充满自信的，
把文章内容读出来，而不是小声念
叨。大声朗读的第一个好处，是让
朗读者能够关注自己的朗读内容，
不走神。大声朗读时，读者其实是
在欣赏自己的声音。这时，他就会
关注字音有没有读准，停顿有没有
对，情感的表达有没有到位。在诵
读中把文字变成声音，并伴有节
奏、韵律、情感，使人进入一种美的
艺术体验。经常大声诵读，可以帮
助我们打开大脑表层到深层的记
忆回路，改善记忆的品质。反复诵
读，还能够激活人的感知能力，和
右脑储存的信息形成共鸣，得到一
种特有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对文言
文的记忆也大有裨益。

Q：想要学好文言文，需要掌
握哪些要领？

A：学好文言文需要掌握文言
文一般的翻译方法。用 6 个字概
括，就是“留、换、调、引、增、删”。
留，就是保留原文中的词语，如人
名、地名、年号、官名等。换，就是
替换有古今异义的词。调，就是调
整语序，比如特殊句式、倒装句
等。引，就是引申词意，多表现在
一词多义中。增，就是增补句中省
略的成分。删，就是删去没有实在
意义的一些虚词。这些方法，不是
孤立的，需要有机结合使用。

想要学好文言文，还要掌握文
言文翻译的一般要求。用三个字
概括，就是“信、达、雅”。信，就是

忠于原文。达，就是通顺流畅。
雅，就是生动优美。

此外，还需有意识地去识记一
些文言文的基础知识，比如：一词
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记
住文言文的一些特殊句式，比如：
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省略句
等。

Q：您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在
文言文上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值
得关注？针对这些问题，您又有哪
些学习建议？

A：在教学中，学生在文言文上
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词汇量的欠
缺。文言文与现代文相比，一个非
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微言大义”，
其实翻译文言文，最简便的方法，
就是学生根据语境，把句中单个的
字组成双音节词或者短语。然而
现实中很多学生因为词汇量欠缺，
翻译文言文时，只可意会却不能言
传。针对这个问题，最有效的解决
方法是增加积累。可以多阅读经
典美文，多做摘抄笔记。

二是语感的缺失。“语感”是语
言直觉的感知、领悟、把握的能力，
即语言文字准确敏锐的感受。这
些感受是在人感知语言文字的刹
那，不假思索自觉而至的一种心理
现象。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
明确指出：“语言文字的训练，我认
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而朗读
就是最有效的语感习得的方式之
一，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用
朗读作为抓手，让学生进入所读文
本所表述的情境，让文本语言如同
发自内心，产生共鸣，用有感染力
的朗读表现语言文字，能更好地培
养语感。

三是记忆力的衰退。曾经学
过、讲过的文言文过些日子再拿出
来，已经“物是人非”了？造成这种
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
一点是没有形成理解性记忆。很
多学生是“快餐式”背诵，“临时抱
佛脚式”记忆，未能加入自己的理
解，不能形成长久性记忆。说是记
忆力的衰退，不如说是前期根本没
有真正的理解记忆。文言文是我
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从
小就诵读大量的经典古诗文，“学
而时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
的丰富，理解自然也会水到渠成。

名师：最佳的切入点就是大声朗读

初中生怕文言文
阅读时不知从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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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新北区奔牛实验
小学举行2020年秋季田径运动会。

在本次田径比赛中，348 名运
动员参加 60 米、100 米、200 米、

400 米、跳高、跳远、铅球七大项目
的角逐。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奋勇
争先，体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
体育内涵。

据了解，奔牛实验小学长期以
来积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保障
学生每天在校活动一小时，全面提
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体育比赛的
开展，检验学生体育锻炼效果的同
时，也让学校挖掘出许多优秀的体
育苗子，为学校体育事业积蓄后备
人才。在 9 月底举行的新北区中
小学田径运动会中，奔牛实小取得
了小学 A 组团体第四名的好成
绩。 （姜彩美 杨曌 图文报道）

新北区奔牛实验小学

““追风少年追风少年”田径场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