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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教育
幼儿生家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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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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鑫妈：群里初高
中的牛娃玩游戏吗？前两
天孩子和我说想玩游戏，班
里同学聊游戏他听不懂

安之若素-13：能不玩
就不玩，玩上瘾了不可收拾

青松 11：手不离电脑，
眼睛不离手机游戏，那叫一
个嗨，结果现在就是一个渣
渣了

毛毛-10：不要和玩游
戏的娃聊天嘛

青松11：不聊说你不合

群，聊又没话题。还是闷头
学习吧

安之若素-13：我孩子
的朋友圈里不玩游戏

七年级鑫妈：我也是跟
他这么说的，我说你看一下
班里面有哪个同学跟你一
样不玩游戏的，和他们在一
起

毛毛-10：如果周围的
小伙伴都不玩游戏，孩子也
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了，
娃的圈子很重要

初中的孩子想玩游戏
要答应吗？

■杨曌 黄华萍 刘宏伟

本报讯 日前，新北区魏村中
心小学六（2）班的少先队员们开
展了一次特殊的研魏之旅。他们
来到魏村红帆广场渡江一号党建
展厅，倾听退役革命老兵讲述革
命历史，了解家乡魏村的光荣革
命故事。

魏村中心小学位于长江之
滨，德胜河畔。悠悠长江水孕育
了百年魏小“润泽”文化。学校以
地域资源为依托，打造一公里课
程群，让学生置身其中，倾听历史
诉说，感受榜样召唤，进而真正实
现涵育学生品格，培养社会主义
接班人和新时代好少年。学校成

立红领巾“江韵”社团，开展了系
列化主题化寻访、体验活动。

寻访魏村老街，“江韵”社的
少先队员听老街文化奇闻轶事、
说老街文化童谣俚语、画老街主
题文化衫、赏析老街文化书画作
品、走访当代老街文化名人等；魏
村老街的手工麻糕是名副其实的

“清宫美点”，队员们做麻糕、尝麻
糕、卖麻糕，感受传统工艺的魅
力；寻访魏村眼镜市场，了解魏村
眼镜的发展史，亲历眼镜制作过
程，体会工匠精神。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魏村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抛
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烈。学校
组织学生祭扫革命烈士墓，宣讲

红色故事，弘扬爱国情怀；参观常
州港通用码头，寻访常泰长江大
桥建筑工地，体会科技的日新月
异，感受祖国的繁荣昌盛；来到江
边污水处理厂，了解污水处理流
程，以队旗之红，护一江碧水⋯⋯

活动中，队员们还体验了老
街小导游、眼镜店导购员、红帆广
场宣讲员等公益小岗位，增强了
使命担当。

校长吴伟表示，通过丰富多
样的活动，学生建立了个人、家庭
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树立了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优秀传统
文化的浸润和传承中，涵养精神
气度，增强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
怀。

新北区魏村中心小学

承润泽文化 启研魏之旅

■杨曌 钱军

本报讯 11 月 16 日，天
宁区区长张凯奇一行来到
天宁区实验幼儿园，督查疫
情防控及复学准备工作。

张凯奇一行先后视察
了物资储备室、隔离室、户
外游戏场地、食堂等，详细
了解幼儿园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的开展情况。园长马
寒萍向大家介绍了此次抗

疫中的温馨亮点——志愿
者家庭与被管控、封控家庭
结对，借助互联网展开“云
互动”，聊聊各自的育儿心
得，相互加油打气，同时还
鼓励孩子相互问候，让管控
不再那么漫长，让彼此的守
候温暖人心。

督查的同时，张区长还
对幼儿园自然稚朴、拙趣横生
的校园环境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详细聆听了该园乐创美术
课程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

天宁区实验幼儿园

全力以“复”护幼归

■杨曌 史梁珍 图文报道

10 月 26-29 日，武进区星辰
实验学校举行一年一度的校园才
艺节。作为该校一项传统活动，
才艺节至今已举办20届，颇受师
生欢迎。

这是一场才艺的盛会，集体
育节、艺术节、科技节、心理节等
几大子节目，为校园文化注入活
力，为每一位星辰学子搭建舞台。

科学大探秘，点燃当
代少年智慧

科技节现场，一组镜头记录
下孩子们追求科学的模样，展现
了他们的创新精神——

在创意陀螺的比赛中，一、二
年级的小选手们脑洞大开，各显
神通。一个个形状各异的小陀螺
在他们的巧手中飞速旋转着，展
示着主人的智慧与风采；

科技竞赛，怎能少了“魔方”
呢？只见彩色的正方体在选手的
十指之间翻转着，手指飞速地舞
蹈，魔方转动的“咔咔”声不绝于
耳；

在车模基地，低碳环保创客
小车比赛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涌
现出了大量富有科技创新、节能
环保的优秀作品。孩子们小心翼
翼地调整方向、位置，然后出发；

“返回原点”赛项，选手们尽
情展示自制作品，各具特色的飞
行器在空中回旋，它们承载着选
手们的期望冲向蓝天后又折返回
原点⋯⋯

这是星辰实验学校科技教育
发展的缩影，学生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热情被充分激发。
正是因为这样深厚的积淀，多年
来学校收获丰硕成果。去年底，
在江苏省金钥匙科技竞赛团体赛
中，由该校六年级薛心媛、朱雯铄
和史彧同学组成的武进区代表队
发挥出色，从全省 153.6 万名中
小学生中脱颖而出，最终取得特
等奖的好成绩。

回顾比赛，指导老师朱春烨

说，在团体初赛中，三名小将一展
身手，从全省进入总决赛的61支
队伍中拔得头筹，以第一名晋级
决赛。决赛现场，他们面对中国
科学院院士、功能材料学家祝世
宁，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郑永春等业界大咖的提问，处
变不惊，沉着应对，最终摘得桂
冠。

以赛促学，以学促行。校长
陆一平表示，学校高度重视科技
教育，不断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为
全校学生营造热爱科学、崇尚科
学的氛围，激励学生从兴趣出发，
勇攀科学的高峰。

缤 纷 大 舞 台 ，尽 展
“十八般技艺”

10 月 26 日傍晚，星辰操场
舞台流光溢彩，初中部“达人秀”
决赛拉开帷幕。

热情洋溢的爵士舞、轻盈宁
静的古典舞、奔放的架子鼓演奏、
抒情的歌曲演唱⋯⋯选手们青春
靓丽的风采在舞台上尽现。本届

“达人秀”冠军蔡欣怡说：“每年的
‘达人秀’是我最期待的活动。既
给了我们展示自己的舞台，又能
欣赏到小伙伴们的才艺。”

校园另一头，小学部“声”动
星辰校园歌会总决赛也闪亮登
场。每个小选手都摩拳擦掌，一
展歌喉。演唱歌曲《达拉崩吧》的
选手，身着一黑一白，还背着小翅
膀。奇特的造型让小朋友们发出
啧啧惊叹，纷纷举起灯牌应援。

能“舞”亦能“文”。10月28日

下午，小学部美术类现场比赛，文化
范围浓厚。这里进行着江南创意

“袋袋绘”和书法两个赛项。其中，
布袋绘制渗透了江南传统文化，书
法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题，增进孩子们对家乡、民族和国家
的认同感，感悟江南之美。

艺体部副主任吴静说：“艺术
节不仅展现了我校学生的艺术特
长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还促进学
生进一步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和意义，全面落实五育并举。”

心灵的驿站，描摹青
春与自信

伴随着才艺节的开展，首届
校园心理节也如约而至。根据青
少年心理特点，学校政教处特设

“logo 设计”“三行短诗”“校园情
景剧”等多个环节，增加学生的参
与感。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
再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
忧虑。”这是七（10）班王梓瑜的原
创三行诗，一旁配有她的自画
像。她坦言，这是自己第一次如
此认真审视自己，“我们描摹青春
故事，和自己对话，这种体验很特
别。”

心理广场上，四个活动各具
寓意——“嘴巴手指不一样”代表

“专注”，“你划我猜”代表“合作”，
“推瓶子”代表“适度”，“十全十
美”代表“把握时间”。同学们纷
纷表示，将把这些美好的品质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
梦想的时代新人。

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举办第20届校园才艺节

“燃”动星辰“秀”出风采

■屠纲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1 月 18 日，天
隆兆丰幼儿园按下了“复
学”重启键。沉寂多日的幼
儿园又响起了孩子们甜甜
的问候：“老师好！”“小朋友
好！”⋯⋯重逢那一刻，孩子
们玩起了花样表白：比心、
拥抱、拉拉勾、碰碰头⋯⋯
大家笑意浓浓，幼儿园里又
见新美好。

复 学 第 一 课 ，教 师 引
导孩子们围绕“生命”“英
雄 ”“ 勇 敢 ”开 展 主 题 活
动 ，利 用 好 看 的 绘 本 、有

趣 的 动 画 、生 动 的 故 事 、
好玩的游戏，让孩子们了
解病毒的危害、学习防疫
知识，学会正确的洗手方
法，懂得勤洗手、多喝水、
多运动对身体的好处，并
对孩子们进行生命感恩教
育 ，小 手 拉 大 手 ，筑 起 防
疫墙。

天隆兆丰幼儿园

“疫”别重逢，“幼”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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