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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早上 8∶10，兰陵小
学校园传来一阵整齐划一、噼里
啪啦的声音，循声而去，一年级
的4个班级都在进行每天的珠算

“晨练”呢！1班、2班在练习传统
珠算练习——打百子；3 班和 4
班的孩子正在玩他们最感兴趣
的珠算游戏——算珠打地鼠。
算珠在小手的舞动下，仿佛有了
灵气，噼啪之间奏响数学的韵
律。

自 2012 年成为常州市珠心
算第一批实验学校以来，兰陵小
学在省、市珠心算协会和市区教
师发展中心的指导下，延续“恒”
的校训，动手动脑扎实珠心算教
与学，课堂转型探索课程整合之
路，持之以恒的努力促进了珠心
算教学持续发展。

据了解，兰小成立了“珠心
算项目组”，由数学学科责任人
担任项目负责人，全体数学老师
参与珠心算实验研究。珠心算
课程面向 1-3 年级学生开设，每
节数学课，老师利用课前 5 分钟
进行珠心算的教学和练习，为低
年级学生数感的培养和计算的
强化奠定基础。项目负责人谢
芬老师介绍，教学实践中，珠心
算和数学的知识点进行有效整
合，有的融合在一起教，有的作
为巩固练习，有的作为游戏活动
开展，“让数学学习多一种形态，
让孩子们觉得学数学是一件很
有趣的事。”

普及之余，学校还在年级、
校级间设置了 3 个珠心算社团，

让学有余力的孩子得到更多提
升。此外，为了扩大珠心算的
受益面，更好地传承珠算文化，
学校还充分发挥网络数字化的
优势，把老师录制的拨珠手法、
心算窍门等微视频发在家长群
里，帮助家长在家督促孩子再
练习，获得家长的充分支持和
认可。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学校
定期开展珠心算小竞赛，从班级
赛到年级赛，再到全校展示“珠
算小能手”，活动的开展既激发
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也提升了
他们的珠心算能力。

刚入学两个多月的一（4）班
的林钰乔小朋友说，刚开始学习
珠心算时手忙脚乱，后来在老师
的耐心教导下，她把算盘当做玩
具，打算盘就是做游戏。现在，

每天拨珠已成为习惯，她已经熟
练掌握了 10 以内的直加直减。
林妈说，短短两个月，女儿从一
开始的抵触到喜欢上珠心算。
老师开展的游戏式教学，不仅能
提高孩子的领悟、记忆能力，还
能锻炼协调能力，孩子练习时，
眼睛观看、耳朵聆听、语言表达、
手脑同步，很好地开发了左右
脑。此外，也培养了她细心专注
的学习习惯，为今后的学习打好
基础。

校 方 表 示 ，开 展 珠 心 算 教
学后，师生都得到了成长，老师
们积极参与研究，孩子们也踊
跃参加各级珠心算竞赛活动，
多名学生在省、市小学珠心算
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
好成绩。

（毛翠娥 费丹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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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是中国农耕
文明充满乡土气息的
元素符号。近日，焦溪
幼儿园举行了稻草节
亲子活动。

疫情防控常态化开展下，园所将本次稻草节亲子活动由
线上转为线下。一根根普通的稻草在家长与孩子的热情制
作下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孩子们在动手过程中不
仅体验着亲子合作的乐趣，同时，他们也通过作品大胆表达
稚嫩却有趣的想法。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快乐，更多的是
成长的体验与珍贵的回忆。 向磊 毛翠娥 图文报道

焦溪幼儿园

遇“稻”幸福

11 月 20 日，郑陆
实验学校迎来了学校
第三次少代会。一则
短视频《致敬红领巾》
回顾了少先队的发展
历程，也让每一位少
先队员真正明白红领
巾的意义。

筹备会议期间，
校少代会在全校征集整理了 120 条提案，涵盖课程实施、劳动
实践基地的创设、校园食堂的管理建议等。副校长沈林武对
提案做了详实的解答，对少先队员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给予肯
定和表扬。 田艳玲 文 张协兴 图

郑陆实验学校

小学生120条提案建设校园

本报讯 拿起编织针，急
救知识培训，学做好公民⋯⋯
11月的第三周，清潭中学又集
中一周开设小学段校本课程，
学生们在与众不同的课堂中
体验初中生活的精彩。

据介绍，根据学校发展规
划和三年校本课程实施意见，
清潭中学自2017年起，在期中
考试后开展一周的小学段校本
课程。今年，学校共开设了35
门课程，除了本校老师担纲教
学任务，还邀请了部分有专长
的家长开设相关课程，以现场
讲座加实况转播形式面向全体
七年级学生开放。35 门课程
中，由家长开设的占了 12 个，

《手工编织》《认识人体的骨骼
及常见运动损伤》《物理与生
活》《捍卫我们的英雄》《军事知
识》《急救能力培训》等家长课

堂生动活泼，丰富多彩。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优

化网上选课抢课系统，由“一
班一课表”转变为“一人一课
表”，尽可能让每个学生都能
选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学
生根据自己的选课情况生成
课表，实行走班上课。“美食与
文学，三餐四季，老师从时节
与地域切入各地美食，我们足
不出校园就体验到地方特色，
在愉悦身心的同时又汲取了
知识，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啊！”蔡1班汪信羽同学说。

校方表示，小学段校本课
程的开发，在丰富学生学习生
活的同时锻炼其综合能力，增
长课外知识，为打造清潭中学

“新三好”特色课程，实现学校
培养目标助力。
（毛翠娥 张曦文 图文报道）

清潭中学集中一周开设小学段校本课

家长进校开出专业课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兰陵
中学举行了心理健康教育教研
组成立仪式暨专题研讨会。

据介绍，兰中一贯重视心理
健康教育，七八年级每周开设一
节心理健康课，常年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心理咨询室常年开
放。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专业建设，结合兰中学

生的实际情况，运用现有资源，
更好地服务学生、服务家长，学
校成立心理健康教育教研组，汇
聚集体的智慧帮助学生更好地
成长。

心理健康教育教研组共6位
老师，今后，团队将在做好常规
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心理部
的自主管理和建设，打造前沿心
理哨兵，并加强教研组建设，促

进全员专业化成长。
戚墅堰高中（省常中分校）

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朱珏
为与会人员带来精彩讲座《人人
都是心理教育工作者》，她从“心
理是什么、心理健康教育是什
么”专业角度诠释如何充分发挥
心理健康育人功能，积极预防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

(潘晓艳 毛翠娥)

兰陵中学

心理健康教育有了核心团队

本报讯 11 月 23 日，来自中
央文明委的发布，全国 641 所学
校被授予全国文明校园称号，常
州2所学校榜上有名，分别是：常
州西藏民族中学和常州市实验
小学。

江苏省常州西藏民族中学
是江苏省为落实国务院“智力
援藏 ”精神，于 1985 年创办的
首批内地西藏班（校）之一。学

校 现 有 12 个 教 学 班 459 名 学
生 。 学 校 是 一 所 汉 藏 文 化 兼
容 、特 色 鲜 明 的 内 地 西 藏 班

（校），办学 35 年来，已有 4000
多名毕业生在西藏各条战线发
挥着骨干作用，成为西藏建设
的中坚力量。学校已成为西藏
家长为孩子首选的内地西藏班

（校）之一。
常州市实验小学有着114年

办 学 历 史 ，学 校 围 绕“ 分 享 教
育”，架构育人目标，让“人人都
是吸纳的树，个个成为分享的
源”成为实小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和思维方式。学校积极探索课
程改革之路，“林-树课程”研究
卓有成效、综合素质评价变革引
领学生全面发展、育人模式构建
学校办学全新路径。

（教宣 毛翠娥）

全国文明校园

常州2所学校获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