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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阳光体育夏令营又来啦！

61个营地160个项目，让孩子与运动相伴

本报讯 绿茵场上，足球
小子们肆意奔跑；篮球场上，
篮球小将们一个漂亮的 3 分
进球赢得满堂彩；轮滑场地
上，孩子们身姿矫健⋯⋯这是
河海实验小学阳光体育夏令
营中的场景，暑假伊始，来自
本校和外校的 460 余名学生
在夏令营上感受运动的乐趣。

作为常州学子体育品牌
特色活动之一，阳光体育夏令
营是教体融合的重要板块。
今年的阳光体育夏令营，由
61 所市区两级学校承办阳光
体育体验营，共设足球、篮球、
网球、跆拳道等 160 个项目课
程。夏令营坚持开放性、公益
性和面向全体学生的原则，营
地分布全市，实行就近参加、
自愿报名。

据介绍，阳光体育夏令营
形式丰富，有的营地以足球训

练为主，营员们在
专业教练团队的指
导下体验足球的快
乐；有的营地以学
生体验为主，开设3
个以上的项目供营
员选择；有的营地
以中小学生校园体

育 之 星 训 练 为 主 ⋯⋯
“阳光体育夏令营就像
一个超市，同学们在琳
琅满目的项目中各取所
需，自由选择。”市教育
局体卫艺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预计将有数万名中小学
生，在这个暑期走进运动场挥
洒汗水，体味运动的乐趣。

河海实验小学自 2016 年
起就组织开展体育夏令营活
动，运动项目越来越丰富。副
校长徐叶介绍，作为首批深化
体育课程改革试点校，学校平
日 开 设 了 十 余 门 体 育 选 修
课。今年，将足球、羽毛球、跆
拳道、轮滑、手球、趣味田径等
5 个人气颇旺的项目延续到
了夏令营中，不仅惠及本校学
生，还吸引了很多外校孩子报
名参与。“这里的教练很有耐
心，讲解也很有趣。”局前街小
学三年级学生孟辰喜欢打羽
毛球，每年暑期，她总会参加
河海实验小学阳光体育夏令
营的羽毛球项目。

雕庄中心小学是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连续多

年 开 设 阳 光 体 育 足 球 夏 令
营。负责老师王国芳介绍，今
年夏令营有两期，七、八月各
一期，每期十多天，按年龄设
置3个组别4支队伍。低年级
在“趣味足球”中熟悉球性，中
高年级会学习战术，期间市队
教练参与指导。钟楼实小的
张徐瑞同学是一枚“铁粉”营
员，今年已是第四年参加足球
营，吸引他的，除了公益性外，
还因夏令营有一支专业的教
练队伍加持。踢球几年，小张
球技提升明显，现已成为雕小
校队的“编外”队员，有时周末
还赶来踢球，“踢球强健体魄，
还认识了更多的小伙伴。”

为倡导“让运动相伴，与
健 康 同 行 ”的 理 念 ，常 州 于
2011 年在全国首次推出面向
全体学生的暑期青少年阳光
体育夏令营。十余年来，全
市开设的夏令营，从最初的
12 个营地逐渐拓展至今年的
61 个，现在，每年有数万名学
生参加夏令营。市教育部门
不断创新实践，坚持暑期学
生体育体验和训练相结合，
让更多的孩子爱上体育，崇
尚健康。

近两年来，市教育局每年
都会评比阳光夏令营“优秀营
地”，以鼓励更多学校加入到夏
令营的队伍中来。“相信我们的
营地会越来越多，项目会越来
越丰富，学生的暑假生活也会
更加丰富多彩。”

（毛翠娥 教宣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暑假里，一波孩子奔
波于培训班，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爸妈白天要上班，让孩子参加校
外培训，总好过于在家玩手机、玩
游戏吧。

科目选择多，师资力量强大，
加之收费公益，让市青少年活动
中心和市妇儿中心，在暑期成了
热闹地儿。

来自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数
据，今年暑假班，报名近 1.5 万人
次，新生占到 60%。市妇儿中心
同样呈满负荷状态运行。

在报班科目上，硬笔、绘画向
来是传统项目。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的绘画，招了 31 个班，一些好
时段几乎被“秒杀”；市妇儿中心
的书画类科目，比往年多了千余
人次。

谈及报班变化，中心相关负责
人均有感受：学科之外，家长越来
越重视孩子科创思维和艺体兴趣
的培养——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科创类
项目备受追捧。机器人报了 29
个新生班；以前只有 1-2 个班的
小小科学家今年开了 5 个新生
班；去年秋学期新开的乐高班，13
个班的班额，几分钟就报满了。
市妇儿中心新开的创客、人工智
能、编程同样很受欢迎，新项目今
年招了十来个班。

艺术类“升温”明显。市青少
年活动中心今年新开了柳琴、扬

琴、单簧管等相对冷门的乐器，没
想到都有人报了。市妇儿中心年
初在管乐团、弦乐团的基础上成
立交响乐乐团，暑期班按交响乐
团的配置开齐了西洋器乐，包括
大号、长号、圆号、巴松等，都有人
报名。该中心首开的音乐素养
班，也招了2个班30多个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市妇儿中心
今年和中天体育馆合作“扩容”体
育项目，在乒乓球、武术、跆拳道
的基础上增设篮球、羽毛球、游
泳，暑期班仅体育类项目就开出
了180多个班。

“ 校 外 教 育 不 能 给 学 生 增
负。”市妇儿中心主任金伟平表
示，中心将进一步丰富科创、艺
术、体育、生活、活动课程，今后，
将陆续开出排球、射箭、马术、越
剧等课程。

一方面注重综合素质类、生
活技能类课程的开发，另一方面
缩减学科类课程的比例，调整授
课内容。市妇儿中心的思维课多
是通过生活中的数学问题，来激
发孩子学数学的兴趣；而在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前几年与学科相
关的班级数，在班级总数中占比
近半，而今，已降至两成多。

报名结果显示，如今家长报班
更理性了，多数孩子报2-3门，而且
家长们在报班时不一味“擅作主
张”，多会问孩子一句“你喜欢吗”。

（毛翠娥）

家长暑期校外报班新动态——

科创、体艺类科目渐成“新宠”

本报讯 经项目单位申
报、市级遴选推荐、省级材料
审核和答辩评审，7月2日，江
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1 年江
苏省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
拟立项公示名单。我市获评
立项项目共23个。

其中，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等中小学生品格提升项目 5
个，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等幼

儿园课程游戏化项目 2 个，常
州市戚墅堰高级中学等中小
学课程基地与学校文化建设
项目 11 个，常州市教育局等
特殊教育发展项目 3 个，常州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常州市教
科院附属中学、常州市荆川小
学（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小学）
等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
2个。

我 市 将 坚 持 以 内 涵 建
设、“五育”并举育人体系为
目标，提升项目价值内涵，明
确项目建设目标与路径，优
化项目实施策略与方法，强
化项目建设过程的管理与成
果运用，不断深化教育改革
创新，助力实现常州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

（教宣 毛翠娥）

2021年江苏省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名单发布

我市23个项目榜上有名

本报讯 7 月 11-13 日，我市
举行第十届高中生峰会，来自全
市 26 所学校的 100 多名高中学
生在常州大学开展学习交流、思
想碰撞和能力训练。

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本届峰会主题为“百年华章耀
青春 科技创新树先锋”，三天的活
动，安排了团队风采展示、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参观、

“模拟挑战杯大赛”等丰富
的内容。不仅注重培养与
锻炼学生的思辨力、创造
力与实践力，更注重引导
学生们深入学习中国共产
党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今年，峰会首次组织
高中学生走进常州大学，
让高中生体验大学生活，

感受大学氛围，站在大学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的平台上，进一步拓
展高中学生的成长视野。

据介绍，由市教育局主办的常
州市高中生峰会，从 2011 年起已
经连续举办了 10 年，迄今有千余
名优秀高中学生代表参与其中。

（毛翠娥 刘旭娇 图文报道）

常州市第十届高中生峰会举行

百余名优秀高中生“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