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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 贾虹 刘闵珂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为传承中华食养之
道，常州市娑罗巷鸿安幼儿园本学
期将食育课程融入自然，渗透于一
日生活。通过种植、养殖、采摘、收
获，孩子们亲身体验“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根据季节与节气的
特点，遵循“当季当时当地”的食材
原则，娑幼打造特色主题环境；引
导孩子们在收集与欣赏“食材、农
具及炊事工具”的过程中感受农耕
文化，了解食物的多样性。

多 年 来 ，从 食 育 理 念 到 行
为，从幼儿园到家庭，娑幼通过

实践与探究，培养孩子自我健康
管理意识，让食育在幼儿心里种
下健康的种子。

娑罗巷鸿安幼儿园

回归食养之道，播育健康种子

■杨曌 宗明霞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2 月 1 日，潞城
幼儿园党支部携青年团员，到
潞城公园壹号花园社区开展
了“入小区、进家庭”信用条例
宣传活动。活动期间，潞幼志
愿者们向社区居民、保安、商
户等人员发放“江苏省社会信
用条例”宣传册，并进行耐心
讲解，还提供了网络学习信用
条例的二维码。

据悉，潞城幼儿园前期已

在园内开展集体学习、网络竞
赛答题等活动，并利用国旗下
讲话、开诚信主题班会、娃娃
讲诚信故事等“大手牵小手、
小手拉大手”活动，把孩子们
的学习收获辐射到家庭中去。

潞城幼儿园

深入社区宣传社会信用条例

■杨曌 王尹希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1月25日，新北
区春江中心小学携手科勒集
团，开展“牵手共植科勒林，保
护家乡我先行”主题植树活动。

活动伊始，科勒集团向孩
子们分享了科勒公司在环保、
创新、公益等方面的实际行动，
传递绿色与环保理念，号召少
先队员们关注生态环境和水
质，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在“科勒林”公益种植现
场，五年级的少先队员们在接
受了专业人士的指导后，纷纷
认领树苗，为它们挂牌。队员
们两两组合，商量着为小树苗
们设计独一无二的名片，画上
精心组织的绿化标语。欢声
笑语回荡在“科勒林”中，爱绿
护绿的种子播撒进队员心中。

种树环节，队员们毫不

马虎，仔细回忆树苗的种植
要点。瞧，队员们在专业老
师的帮助下，小组内分工明
确，你挖坑，我铲土；你敲土，
我来堆⋯⋯起初歪七扭八的
树苗现已“根正苗红”，傲然挺
立在冬日中。现场热火朝天，
队员们干劲十足，在笑声和汗
水中体会劳动的快乐。

活动尾声，队员们纷纷表
示，将在生活中更好地宣传和
践行环保理念，为建设美丽家
乡尽一份力。

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

牵手共植科勒林，保护家乡我先行

安之若素-13：菲妈家现
在进入状态了吧

菲妈9年级：什么状态？
安之若素-13：就是不用

你操心，老师盯得紧
菲妈 9 年级：前两天让我

留意《蜘蛛侠》，说如果国内上
映他一定要看的

珊-8：这孩子可以啊，心

态挺好的
菲 妈 9 年 级 ：一 直 好

的 。 期 中 考 试 完 了 学 校 模
拟填志愿，他填了个成都大
学

安之若素-13：很有想法
菲妈 9 年级：我百度了成

都大学，妥妥的本二，很有自
知之明

娃很有自知之明

“常报·名师家教义务诊断”预约中——
如果您的孩子哪门学科比较薄弱，或是对家庭教育存在困

惑，我们对话一线名师，为您排忧解惑。
如有需要可在“常州第1升学”微信公众号（CZDYSX），或致

电88066267，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即可。

名师档案：张丽丽，武
进区实验小学英语教师，中
小学高级教师，常州市小学
英语学科带头人，常州市优
秀教育工作者。

■杨曌

Q：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
学好英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A：其实无论哪个阶段的英
语学习，都离不开听、说、读、写
这四个方面。对于三年级刚开
始学习英语的孩子来说，最关键
的一环就是“读”。这里的读包
括三种形式：拼读、朗读、阅读。

拼读指的是“自然拼读”。自
然拼读法是国际主流的英语教学
法，它符合人类学习语言的规律，
尤其适合初学者。小朋友直接认
识字母及字母组合与其所代表的
发音，当再次看到该字母或字母

组合时，就能够自然地反应出如
何发音，听到发音也能够直觉地
反应出如何拼写，可以让枯燥的
单词拼写变得更加有趣。

朗读指的是能自信、流利地
朗读单词、句子及课文。要想做
个“朗读小达人”，首先要读正语
音，这是学习英语很重要的基本
功；其次要读准语调，英语语调
主要表现在句子的重音和声调
上；最后是要把握节奏，掌握强
读、弱读、连读等朗读技巧。

阅读是学习英语的重要组
成部分。养成阅读英语故事、绘
本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形成语
感、陶冶情操、开阔眼界。

Q：背单词是最让人头疼的
了，怎样才能又快又准确地背单
词呢？

A：单词对于英语学习来说，
就像是汉字对于语文学习一样重
要。英语单词是英语学习的基
础。如果英语单词没记住，会再多
的语法，英语发音再好，也是无济
于事。要想轻松背单词，大家可以
试试以下四个方法——

一是读音记忆法。根据字
母组合、读音规则来进行记忆。

二是音节记忆法。英语单
词是由若干个音节组成的，我们
可以按照音节对单词进行划分
拆开记忆，降低难度。

三是歌曲歌谣法。我们可
以把单词融于歌曲，编成儿歌，
反复诵读，加深记忆。

四是多次巩固法。多读多

背自然可以熟能生巧。
Q：在学习英语的起始阶段，

我们需要养成哪些好的学习习
惯呢？

A：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
半。在学习英语的初始阶段养
成好的习惯，定会让我们受益终
身。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课
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来培养
良好的学习习惯。

课前可以进行自主预习，包
括查出生词的意思、跟着录音朗
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等；课中
要养成认真倾听、积极发言、主
动参与课堂活动的好习惯；课后
我们要按时完成作业，养成整理
笔记和及时复习的习惯。

Q：家长可以怎样帮助孩子
学好英语呢？

A：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也许没有深厚的语言
功底和标准漂亮的语音，但家长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陪伴
和督促孩子学好英语。

一是营造良好的英语学习
氛围。起始阶段的英语学习，首
先要加强听说训练，然后才是读
写能力的培养。我们要鼓励孩
子在家自信地读，大声地说。

二 是 培 养 良 好 的 书 写 习
惯。书写是学习态度的“晴雨
表”。家长可以时常翻阅孩子的
英语作业，查看孩子的书写是否
美观、作业内容是否正确，为今
后英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 是 养 成 细 致 的 解 题 习
惯。刚学英语的孩子经常会因
为误解题目要求、答案写错位
置、漏做少做等原因而出错。家
长要关注孩子做题时是否认真
审题，能否圈划关键词，以及能
否说出解题依据，日积月累地帮
助孩子养成细致答题的好习惯。

培养好习惯，
走好小学英语学习的“第一步”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叶阳春 文 夏晨希 摄

本报讯 12月1日，在第十个
“全国交通安全日”来临之际，常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宁大队带领
常州实验小学的常报小记者开展

“守法规知礼让 安全文明出行”
主题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

常报小记者首先来到常州市
第一中学，在交警叔叔们的带领
下，参观了第一中学的地下接送中
心。随后，他们变身“小交警”，体
验这份不同寻常的工作。文化宫
交警中队何一帆民警为小记者们
介绍交警的日常工作，宣讲交通安
全常识。停止、直行、左转、变道，
孩子们在交警叔叔的指导下认真

学习交通手势，不断改正动作。
通过体验，常报小记者们学

习到很多交通安全知识，表示在
今后的生活中一定会遵守交通
规则，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守法规知礼让 安全文明出行

常报小记者变身“小交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