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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佳

中考临近，为缓解考生压力，我市各
初中校别出心裁精心准备各种活动和仪
式，为初三学生加油鼓劲。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九（3）班近日
举行了一场别样的“中考祝福”活动——
系上中国结，挂上大粽子，奋力一跃顶高

“粽”，寓意“高中”……借着端午节这一
传统节日，班主任杨蓓给每位同学科普
了端午节的习俗和别名，拓宽了对于端
午节这一传统节日的认知，同时品读端
午诗词，陶冶审美情操。

让同学们感到最为惊喜的是杨老师
特意准备的竹竿——用红绳绑上粽子与
糕，高高挂起，同学们排队依次向大粽子
发起“进攻”，奋力一顶，一举高“粽”。在
欢声笑语中，同学们考前紧张的情绪得
到了缓解。“想给学生讨个好彩头，同时
通过这种轻松活泼的游戏，为他们减轻
考前压力，增强冲刺信心，以积极的心
态、良好的状态迎接中考。”头顶高“粽”
环节结束后，每个同学还收到杨老师准
备的粽子，整节课飘散着淡淡的粽叶香
气，氤氲着炽热的师生情谊。

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九（5）班
的教室内，一个硕大的由棒棒糖拼出的

“棒”字引发了同学们的赞叹！
据了解，50根棒棒糖由班主任路

蓉自费购买，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惊喜，
她特意趁孩子们晚自习结束后，把棒棒
糖黏贴在了黑板上。“棒棒糖寓意棒棒
的，想为孩子加油鼓劲。”路老师还特意
准备了手写祝福“强在实力，胜在发挥，
放平心态，旗开得胜！”与棒棒糖一起，
送给学生们。“真是太惊喜了，这份祝福
已经甜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学生
们纷纷表示。

除了棒棒糖，还有为学生们定制的
印有每个学生名字和祝福语的可乐、带
有好运符的笔与加油鼓劲的手环等，私
人定制的礼物让孩子们倍感贴心，决心
将奋斗理想的激情转化为迎接考试的信
心，给自己的初中生涯交上满意的答卷。

兰陵中学的九年级学子成为了“夜
空中最亮的星”。夜色中，大家亮起了荧
光棒，欢呼着跑进操场，唱响未来。老师
和学弟学妹们，都为九年级的同学送上
最真诚的祝福。夜色掩不住每个人脸上
愉悦的笑容，喊出班级的口号，一起为中
考打“Call”。

回到教室，饱含祝福的礼物已准备
好。来自班主任、任课老师、七、八年级
同学的心意凝结在了每一个小小的礼物

里：一枚徽章、一张心愿卡、“圆梦中考”
的蛋糕等，借此回望初中三年，鼓舞了同
学们勇敢向前进。

6月8日晚，田家炳初级中学开展了
一次特殊的课后服务：助力中考送祝福
活动，为即将出征的青果园2022届九年
级学子加油助力。

“战吗？战啊！以最卑微的梦，致
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
里的才算英雄？”教学楼的上空回荡着
嘹亮的歌声，那是七、八年级的学弟学
妹们为即将奔赴考场的九年级学长学
姐加油打气。走廊的点点“星光”渐渐
汇聚成闪亮耀眼的光芒，致敬每一个为

未来奋斗的学子们。
老师的祝福更是九年级学生们圆梦

的助力。校长李军和书记钱秋芬将承载
着祝福的状元“糕粽”依次送到每个班
级，承载着学校老师浓浓情意的礼盒，是
心意更是激励，饱含学校对每一位同学
的关怀和毕业前最美好的祝福。

中考在即，各校花式祝福为考生加油！
本报讯（华亚 张理 尤佳）记

者日前从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获悉，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的《数据驱动精准资助成就学生出
彩人生》案例成功入选《学生资助信
息化工作典型案例汇编》。据悉，该
校报送案例系江苏省高职院校唯一
入选案例。

经各地各校推荐报送、资格审
核、专家会审等环节，从全国280余
个案例中，遴选出37个典型案例编
撰成册，其中含5家高职院校。

近年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信息化建设思路清、布局早、举
措实、基础好，将数据治理思维与
方法应用于学生资助工作。聚焦

资助初心精耕细作，攻克资助对象
精准识别难点，打破资助数据信息
孤岛，通过共建数据标准、构建认
定模型、优化工作流程、绘制数据
画像，实施赋能工程等具体措施驱
动精准资助，由“点”到“面”系统推
进资助育人，成就学生出彩人生。
学院治理资助数据，推动了资助工
作精准化标准化；建立发展指标，
探索出数据化资助育人新范式；运
用“智慧学工”，拓宽了困难学生成
长成才之路。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
学校将不断提升学生资助管理水
平，进一步做好精准资助、智慧资助
等工作，推动资助工作再上新台阶。

江苏省高职院校唯一入选案例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资助工作案例
入选全国“学生资助信息化工作典型案例”

本报讯（王超 尤佳） 记者10
日从常州工学院获悉，2022年美国
大 学 生 数 学 建 模 竞 赛（MCM/
ICM）成绩日前揭晓，常州工学院
学子再创佳绩，获得国际一等奖1
项、二等奖1项。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由美
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主办，是唯
一的国际性数学建模竞赛，也是世
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建模竞
赛。本届赛事于2022年2月18日

至 2月 22日进行，吸引了来自美
国、中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
多个国家与地区的27205支队伍、
8万多名在校大学生参赛。

多年来，常州工学院始终高度
重视数学建模竞赛在创新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开展校内选拔
竞赛、寒暑期强化培训等多种形式，
有效推动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深
度融合，营造了“以赛促学、以学促
用、赛教融合”的良好氛围。

常工院学子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创佳绩

本报讯（金琦 尤佳） 青衿之
志，履践致远，6月10日，常州西藏
民族中学举行了2022届学生毕业
典礼，154名学生顺利毕业。典礼
全程向远在西藏的家长进行直播。

“别常藏的瞬间，从此只剩思
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活
动现场，常藏版《讲不出再见》现场
首发，动人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勾
起了全校师生的大合唱。据了解，

该歌曲由九（3）班次仁旺姆、丹增贡
塞两位毕业生改编。“三年在学校在
常州，都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所以
通过改编歌词表达出自己的不舍。”
丹增贡塞告诉记者，他们还在歌词
中特意加入藏语，表达了汉藏一家
亲、血浓于水有温情的民族深情。

据悉，今年藏族中考推迟至7
月初举行，154名学生将在常州参
加完中考后返回西藏。

154名常藏学子顺利毕业

悠悠龙游河，卅载读书地。
常州市丽华中学是一所坐落在龙
游河畔的教育局直属公办初中。
学校以“赏识”为校训，以“悦纳世
界，激活自我”为办学理念，推行

“心向往之，行必能至”的逐梦理
念，成功创建“全国优秀（示范）家
长学校”“省平安校园”“省智慧校
园”。“双减”背景下，学校全力构
建“高效·赏识”课堂体系，学生不
仅学习和掌握各学科知识，还养
成学会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敢于
创造的品质，每个怀揣梦想的学
子从丽中起航，走向美好的明天。

话题领袖学校：常州市丽华中学

为了让课堂真正成为学生主动学
习的学堂，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园，
丽华中学一直致力于课堂变革的探索
实践。

近年来，丽中把长期以来老师们
在各个阶段课堂变革的成果凝练成

“一案三学”的课堂教学范式，用一份
导学案将课堂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整合
成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任务单，
按课前导学、课中主学、课后再学三个
阶段组织学生全程学习。通过课前导
学进行学情调研，解决精准定教的问
题；通过课中主学，进行研学探究，互
动展评，破解学习的重点难点；通过课
后再学，进行总结反思和训练巩固，使
学生尽可能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良
好的学习素养。

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情
趣，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构建和谐的
课堂学习共同体，2020 年以来，丽中
课堂教学在传承“一案三学”课改成果
的基础上，开展“赏识课堂”的构建与
实践研究，并成功申报常州市前瞻性
教学改革实验项目。老师们把赏识文
化有效融入丽中课堂，逐步形成了集
赏读、赏疑、赏异、赏析、赏变、赏悟“六
赏”于一体的课堂教学新样态。从此，
赏识成了丽中课堂的灵魂，赏识激活

了师生互动的热情，丽中的课堂变得
有人性、有温度、有故事、有美感。

赏识之光照亮了丽中课堂，现在
越来越多的丽中教师能上出适切丽中
学子的优质课。尤其是在当前的“双
减”背景下，赏识课堂起到了减负担、
减压力、增动力、增效率、强素养、提价
值的良好成效。随着赏识课堂研究和
实践的不断深入，丽中的课堂教学一
定会不断走向新的高度，成为深受丽
中学子喜欢的“学堂”。

常州市丽华中学 万建群

让赏识之光照亮丽中课堂

自从赏识融入了课堂教学，我的
历史课上就增添了很多精彩动人瞬
间：有师生相互启发时，有师生共同开
怀时，也有一些不同凡响时——

课堂上，我在展示一张卢梭族照
片，让学生们猜测图中男子和婴儿的
关系。按常理，学生会以为是父子关
系，但卢梭族尚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
风俗：男子白日呆在自己家中无法与
儿女相认。因此图中两人，更有可能
是舅舅与外甥。

我本以为绝大多数学生能分辨清
晰图中的人物关系，但事与愿违，小J
抢先举手回答：“我觉得那个成年人是
保姆！”这一怪异回答顿时引起哄堂大
笑，也打乱了授课节奏。

拉下脸驳斥他？故意忽视他？刹

那间，“赏识”校训点醒了我：尊重每个
孩子，赏识他们的每一个思维亮点。

“说说看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觉得小孩穿着比较好，大人穿

着寒酸，所以男子很有可能是保姆。”
“你的发现很有意思，你懂得以

‘貌’取人哦！”众人哄笑。我继续问，
“你认为保姆是男性多还是女性多？”

“当然是女的！”
“这就是了吗，一般保姆是女性，

但在卢梭族，却是男性。这不正是母

系氏族的遗风吗？”
“同学们，小J同学用生活经验看待

历史现象，很有发现眼光，而且还自信地
为自己的观点寻找依据并说明理由，这
点非常好。但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
发现会更有价值的。”同学们会心一笑。

很多同学有个性和想法，他们的
一些灵感有时是成人匪夷所思的，但
他们的“冲动”，往往透出灵气。教师
应该保护好他们的“奇思妙想”，引导
他们用好奇心去探索真知。

常州市丽华中学 徐蕙

“赏识”激活了我的课堂

《周亚夫军细柳》是部编版语文教
材八上第六单元的一篇文章，在教学设
计、课堂实施等方面，我始终落实丽中

“一案三学”语文赏识课堂教学思路。
课前预习阶段，通过导学案对学

生进行指导，整体感知初读文、正音释
义查字典、查阅资料知背景、记下疑难
待交流，让学生的课前预习有法可循，
也让课堂学习有了抓手。

在课中主学板块，将“读”划分为
泛读、精读、研读、赏读四个部分。泛
读时赏疑——首先检查预学情况，师
生点评，再由学生将预学时的疑点提
出交流，并将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
归类依此定教。精读时赏析——在
泛读基础上归纳文意、理清文脉，同

时创设微电影情境，从段到句再到关
键字词，在语段精析中品内涵，在锦
句再读中互赏美，在文眼剖析中抓精
要。研读时赏悟——结构分析悟构
思、人物赏析互展评、写法研析见奇
巧、品格提升展风采，引导学生思考
汉 文 帝 为 什 么 称 周 亚 夫 是“ 真 将
军”？周亚夫到底“真”在什么地方
呢？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形成思
维的碰撞。赏读时赏异——通过又
回味、抒己见、再争鸣、展学艺，再次

提升，培养学生会合作、善交流、有主
张、求异同的学习习惯。

课后再学则注重学生情感体验，从
课本走向课外，从关注书本到联系生活，
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赏识课堂调动起了学生参与阅读
的主动性，更好地凸显了学生的主体
地位，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在
日后的教学中，我还将把赏识融入课
堂，化入各个细节，扎根课堂主阵地，
合奏赏识主旋律。

常州市丽华中学 席梦然

让课堂合奏赏识主旋律

中考临近，九年级考生如何调整心
态，正确备考？常州市高级班主任、北郊
初中教师李岚给出建议——

首先要科学作息，张弛有度。客观把握
自己的学习节奏，根据中考各科测试时间，
主动提高上午9点—11点30分，下午2点—3
点40分这两段时间的兴奋度，设定自己的

“考试模式”和“非考试模式”。
其次调整心态，稳定情绪。考前有略

微紧张是正常的，不轻易给自己贴标签下

结论。察觉到自己紧张时，可尝试双肩自然
下垂，慢慢闭上双眼，慢慢地深深地吸气，吸
到足够多时，把吸入的气缓缓地呼出。如果
心跳仍无法平复，建议畅想一下中考结束后
的生活，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幸福感能
帮助同学们迅速平静。

最后学会激励自己。一个没有受到激励
的人，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当他
受到激励时，其能力可以发挥至80%—90%。
建议每天入睡前给自己“打一打鸡血”，赞一赞
今天为了实现目标如此努力的自己。

链接

常州经开区冯仲云小学坐落在京杭大运河旁的横林镇，周围的村落人文荟萃，名流辈出，一代儒将冯仲云
就孕育于此。近年来，学校在“传承红色基因，和谐绿色发展”的办学理念的指引下，大力开展红色教育，借助品
格提升项目“传承仲云文化乡村少年英雄品格培育工程”，将冯仲云对党和国家的无比忠诚之精神播撒在仲云
学子心田，培养“忠诚、重信、尚智、守责”的仲云少年，使学子们传承红色基因，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对此，你有何看法？话题来稿截止时间为6月17日，字数在600字左右。

话题领袖学校：常州经开区冯仲云小学

课堂是教学的主战场，得课堂者得天下。如何让学习者的主体自觉和教学者的主
导自觉在课堂教学中真实发生？这是常州市丽华中学致力于探索研究学校品质提升建
设的重要方向，并以此方向成功申报常州市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赏识课堂的构建
与实践研究》。学校把赏识文化有效融入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得丽中课堂教学逐步
形成了集“赏读”“赏疑”“赏异”“赏析”“赏变”“赏悟”六赏于一体的课堂教学新样态。对
此，您有何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