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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结束的江苏省第二十三届青
年教师小学语文课堂观摩暨优课评选活
动上，常州市龙锦小学纵瑞怡老师喜获
特等奖第一名，同时获得最高奖“李吉林
语文教学奖”，全省仅三席。活动中，全
国著名特级教师薛法根老师对常州语文
课评价：常州小语教得准、学得透、练得
充分。

多年来，我市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持
续探索实践，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语
文课程的育人功能，从而最终实现“核心
素养”落地。

一节关于中国美食的语文课

让学生玩中学，学中悟

“今天，让我们化身中华文化宣传大
使，向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国外小朋友
介绍一下中国的美食。”在连云港举行的
省第23届青年教师小学语文课堂评优
课上，常州市龙锦小学教师纵瑞怡执教
的《中国美食》令人耳目一新（如图）。

《中国美食》这节课程配套的是二
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的识字教学课
程。执教这节课，纵瑞怡通过创设真实
情境——“中国美食我来报”“烹饪方法我

来认”“特色美食我推荐”三个环节，让孩
子参与协同学习活动，如同桌合作报菜名
认生字、师生合作说美食辨烹饪方法、小
组制作特色东方套餐，学生沉浸其中，在
玩中学，在学中悟。教师还利用自制的识
字魔术贴、动态美食菜单等学具，让每个
学生在学科实践体验中实现主动学习、深
度学习，感受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课后孩子们直说，“这堂课真是太好
玩啦！以后还想要上这样的课。”

一场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变革
让课堂呈现新样态

设计出一堂受学生欢迎的好课，源
于常州小语人对课标的认真研究。

2022年4月，新的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颁布，对语言能力的重视有了进
一步的提升，强调以语言运用为基础、促
进学生思维能力、审美创造以及文化自
信的提升。同时要求以任务群的方式来
解读教材。“事实上，从2017年高中语文
新课标颁布后，我们就提前注意到了‘任
务群规划’这一风向标，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尝试以此为导向设计课程。”常州市
小学语文学科教研员朱洁如告诉记者。

在“双减”“双新”的背景下，朱洁如
带领教师们研读新课标，深入开展系列
化专题培训活动。《中国美食》一课是常
州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成果的缩影。
多年来，常州小学语文致力于学生学科
关键能力的培养。尤其在低段识字教学
研究中，形成了鲜明的常州特色——从
儿童的学习规律出发，随文识字与集中
识字有机相融，发现儿童识字的契合点。

一次关于新课程的探索

“30+10讲练一体化”严格常规

在“双减”“双新”的双背景下，常州
小学语文教学始终坚持探索。据介绍，
下一步，市教科院将全力探索“30+10
讲练一体化”的课堂教学样态。

“30+10讲练一体化”是指40分钟
的课堂中，30分钟听讲，10分钟精练。

“30分钟的讲课时间，就是倒逼教师一
定要把必须要讲解的在这段时间内讲
完，10分钟练习时间，则是要把难点、重
点的题目放在课堂中做完、讲解完。”朱
洁如表示，这样一来，孩子们对于知识的
掌握程度老师能第一时间了解，进行讲
解，夯实学生基础。同时减轻了孩子们
回家后的作业负担，有更多的时间进行
阅读。

目前，“30+10讲练一体化”的课堂教
学要求已在全市小学语文课堂中实施。

全省仅三席，常州教师问鼎“李吉林语文教学奖”

常有优课的小学语文学科探索 本报讯（蒋熹 张理） 3月4日
至6日，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电子信息大类网络系统管
理赛项在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共有来自全省52个职业院校的
103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

网络系统管理赛项比赛时间
为8个小时，重点考察参赛选手网
络规划与配置、信息化系统及服务
部署、无线网络规划设计与部署、
网络与系统安全规划与部署、赛场
规范与文档规范等方面的技能和
综合应用能力，考题范围广、技术
难度高。

常州工程学院智造学院云计算

2013班闫骏、徐亮两位同学在蒋
熹、冒志建老师的指导下，经过激励
角逐分获一等奖第一名和一等奖第
四名的好成绩，双双入选全国技能
大赛江苏省集训队。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常州工
程学院不断提升学生竞赛水平和教
师指导能力，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和
专业建设，今年先后组织了物联网
技术应用、网络系统管理、软件测
试、化工生产技术、化学实验技术等
多支参赛队参加省技能大赛，将技
能大赛训练和专业发展方向有机结
合，进一步夯实学生职业素养、专业
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常州工程学院获省技能大赛
网络系统管理赛项两个一等奖

本报讯（包新萍 尤佳）让孩子
们与环境“对话”，亲身体验劳动的
乐趣，常州市阳光幼儿园开展了“植
一株绿色，溢一片春光”主题系列活
动，让爱树、护树、保护环境等相关
知识融入孩子们的一日生活。

随后，孩子们和老师一起来到

种植园，除草、挖坑、放苗、浇水……
最后，孩子们给小树苗挂上自己精
心制作的“爱心挂牌”，并和小树苗
相约：“我会经常来照顾你，我们一
起长大。”

活动让孩子们收获了劳动的体
验，提高了环保意识。

常州市阳光幼儿园

植一株绿色，溢一片春光

本报讯（陈蓓 尤佳）近日，一份来
自常州市新北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慰
问金送到了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数字媒体应用设计专业徐瑞彬
同学手中。

原来，在寒假中的一天夜里，徐瑞
彬兼职打工回家，在路上看到一位老
人躺在路边。他赶紧上前扶起老人将
其唤醒，并询问老人住处。眼看夜已

深，天气又冷，小徐决定送老人回家。
一老一小走了一个多小时依然没有找
到老人住处，小徐通过民警的帮助终
于将老人送回了家，此时已经是深夜
十一点多了。

事后，小徐只简单和好友说了两
句便没再在意这件事，直到这份见义
勇为慰问金的出现，大家才知道此
事。据了解，徐瑞彬平时就是一位待
人友善、乐于助人、很靠得住的人，他

能有这样的善行，同学和老师并不意
外。“我觉得不管谁遇到这样的事，都
会伸出援手。”徐瑞彬表示，以后，他
将继续用自己的微小善举去帮助其
他人。

小伙路遇晕倒老人，深夜帮助回家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宣传方式：
典雅而沉郁的提琴与鲜明的叫卖声
显得格格不入，似一块白璧错落到
了斑斓的调色盘上。

炽热的阳光让人有些哑然，似乎
是为了应和现场义卖的热闹气氛，天
气回暖的速度简直不可思议。我注
意到了不远处的一位小乐手，她憋着
气挥动琴弓，弦上印着铜钱大小的粼
粼光斑。

而开辟这种新“业务”的不止
她一人，还有电子琴的主人，在烈

阳下仰起脑袋，让琴键发出一阵异常
明快的高音，似一群受惊的鸟儿飞腾
起来，用力过猛的手指特意要让这音
乐的利刃穿透一片喧闹，送到路人的
耳中，他用目光指引着我望向装钱的
小罐。

挤在人群中的吉他手似乎不知疲
倦地在丝弦间游走，汗水交织着热浪，
热情的旋律浸湿了上衣。

笑着唱出全身气力与激情的年少
乐手们在这样的义卖活动中大放异
彩，是为赢得更多“顾客”，也是为自己
飞扬的青春而呐喊吧。

正衡中学七（6）班 张芸培
指导老师 蒋冠英

义卖中的乐手们

正衡中学在阳春的暖风中迎来了“学雷锋志愿
服务月”。在学校团委、大队部的组织安排下，七、八
年级的同学们精心筹备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爱心义卖
活动。

3月7日中午12:00，爱心义卖在操场上拉开帷
幕。精心设计的宣传海报，精巧摆放的义卖物品，精彩
呈现的才艺舞台……“售货员”们使出浑身解数，一道
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着老师同学们驻足观赏、争相购

买。各班同学各显神通：盲盒套餐、利落套圈、围棋竞
赛、才艺表演……同学们在义卖中获得了奉献爱心的
快乐。

常婷

正衡中学“学雷锋志愿服务月”主题活动

学习雷锋好榜样 爱心义卖情意满

完成了义卖任务，我加入了逛街淘
宝大军。在开卖之前，我就看到有人抱
着盆栽来卖，这让一向喜爱花草的我动
心不已。我在各摊位间迅速挪移，很快
找到了卖盆栽的地方。可不知是不是
天气太热，只见摆在桌上的花草都蔫蔫
的，感觉快要枯死了，卖货的同学见我
感兴趣，卖力地介绍道，“这是草莓盆

栽，你想尝尝自己种出来的草莓吗？”
“这么蔫了，它还能活吗？”我疑惑道。
“当然能”，这同学赶紧说道，“你回去多
浇些水，保准它就‘重获新生’了！”于
是，我拿下了一盆草莓盆栽。

回了家，给它浇水，草莓叶子不再
蔫巴，而是慢慢地竖了起来，鲜嫩欲
滴，真是宛若新生！

我们这次将活动中的义卖款捐给
学校的爱心基金，我希望那些接受帮
助的人也能像这盆草莓，在大家的帮
助关心下，能沐浴着雨露阳光茁壮成
长，最终都能结出香甜的果实！

正衡中学七（10）班 张培轩
指导老师 周涵

草莓盆栽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售卖，接二连三，
客来不断。

我不擅长销售，只是尽我所能介绍
带去学校的微盆景。

盆景引来不少人驻足。“这是什么？”
“六月雪。呃——这是白色的，花会开很
多的，呃——而且当它长出岔枝的时候
可以把它插在泥土里，可是会长出新的
植株来哦。”不曾想过自己还能如此流畅
地说明白。

“这盆多少钱啊？”“前面有标价的，
呃——18 元。您看……？”“12 元吧，
12”……最终同学还是帮老师砍到了10
元。其实感到对植物有些惋惜，它不只

值这些钱，无奈没什么人知道它开出来
是多么繁盛。

直到剩下最后一盆。前面的盆景我都
很喜欢。当一盆盆被自己销出去时心里竟
有些不舍。唯独这盆多肉，虽说这是一盆
老桩，叶子上却有些瑕疵，原来琉璃样宝蓝
的盆边还缺了一小口，自己也不怎么关注
这盆多肉，却被一位七年级男同学看中，弱
弱开口问“这多少钱一盆”“10元”。他犹豫
了一秒，将钱递了过来。我心底一震，未曾
想这盆不起眼的多肉成为最后一个卖出竟
是唯一一盆未被砍价的。

我惊喜于这九盆盆景在短短七八分
钟内就一扫而空。望惊雷划破长空，所
有植株皆出新芽，蓬勃生长、绚丽绽放。

正衡中学八（16）班 黄宣嘉
指导老师 纪海洋

我当“销售员”
和煦而热烈的阳光洒在绿荫跑道

上，在冗杂的学习中，义卖像炎炎夏日
中的一阵清风，带给我们久违的放松
与闲适。我格外珍惜这个机会，于是
主动申请了“收银员”这一职务。

在一批又一批人群光顾后，我渐
渐熟练了数钱、收钱、找钱的诀窍，不
免春风得意起来。看着营业额的增
加，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终于收
摊了，望着堆积如小山的“营业额”，我

满足地笑了。
望着早春明媚的阳光，感受吹拂

脸上的轻风，手中沉甸甸的钱袋，是一
份沉重的责任。一次简单的历练，更
可以展现“责任”的真谛。义卖本不在
于金钱的交易，实则是无私的奉献与
付出。从无到有，从生疏到熟练，我在
生活中感受到了“责任”的重担，体悟
到了付出所带来的乐趣。望着满载商
品而归、云淡风轻仍沉浸在快乐中的
同学，我觉得自己的收获也不少。

正衡中学八（3）班 陈彦睿 曹益辉
指导教师 邵丹

奉献与付出

快看，操场上围着一张张桌子，桌上
和地上摆满了玩具、书本……同学们三
三两两结伴在摊位前浏览，每个小摊都
挤满了人。好一个爱心义卖！和煦的春
风吹动碧绿的树叶，也吹动了同学们的
衣摆。他们神采奕奕，嘴角挂着笑。

我和朋友漫步在操场上，视线突然被

一个卖花的摊位吸引住了，桌上摆了很多我
不认识的花，有的已经绽放，有的才刚刚冒
芽。我走近了看。立即有人招呼过来，摊主
是个男生，看起来大大咧咧的，脸上挂着
笑。我仔细观察着花儿，他见我是真心喜
欢，便说“买一盆吧，花草可以让人安宁。”真
想不到他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时惊异。
付了钱，我捧花在手，小小的欢喜。

正衡中学 八（17）班 盛祎熠
指导教师 陈爽

好一个爱心义卖

篮球场上，一个个摊位环绕四周，太
阳炙烤着它们，似乎要融化成一滩水。
班级售货员在奋力地招呼，嘴巴闭闭合
合，一个小时，不曾歇过。汗珠从头顶流
经脸颊，最后滑入领口，像同学们赤诚的
心，透亮透亮。

我拽着好友的袖子，穿过一个个摊
位，挤进缝隙仔细端详一会儿；若是碰见
喜欢的，砍个价，收入囊中，才心满意足

地离开。我们像鱼儿一样快活地游荡在
操场上，逛了一圈又一圈，看着一件件琳
琅满目的商品，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

爱心义卖在操场开始，余温更蔓延
到了教室，班级的爱心拍卖同样精彩。
以绝对的低价起拍，但越炒越高，一元、
五元、十元、三十元……同学们的心也随
着攀升的价格越来越激动，他们褪去课
堂和考场上的沉稳淡定，以热情和善良
奉献爱心，以上进的面貌在青春中绽放。

正衡中学七（4）班 朱昕琪
指导老师 王怡

爱心满满

沐浴着暖暖春光，绿荫场上一个
个笑容令我心情澎湃，同学都在热火
朝天地推销。眼前的一幕令我难以忘
却，两个男同学穿着厚重玩偶服在活
动结束后气喘吁吁，汗水浸湿上衣，与
他玩偶服上的笑容形成鲜明对比，是
怎样一种动力，让他们这么不顾闷热
和辛苦？这是多么真实的感情，多么

令人震撼和感动。
再看看负责卖物品的老师们，譬如

我们班的班主任蒋老师，他可是我们班
的主心骨，时刻都站在我们班的展台边
忙活着，一刻不停；他卖力地吆喝，耐心
地和顾客讲解物品，他磁性而洪亮的声
音充满了感染力，他的样子简直帅极了！

爱心义卖活动让世界变得更美
好，让我变得更美好。

正衡中学七（9）班 吴奕欣
指导老师 蒋诗琪

让世界更美好

下
期
话
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提出，要促进新优质学校成
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常州市新北区飞龙实验小学以“守正出新”为
校训，坚持“绿色智慧”办学理念，培育“慧学、慧玩、慧生活”的快乐儿童
为育人目标，让学校成为师生梦想的孵化场。近年来，学校发挥义务教
育新优质学校的品牌效应，办高质量学校，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此，你怎么看？话题来稿截止时间为3月17
日，字数在600字左右。

话题领袖学校：常州市新北区飞龙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