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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Q：学生初涉物理学科，会
经历哪些阶段？您的学习建议
是什么？

A：对于初中物理的学习，
学生都会经历几个重要的时
期：一是蜜月期，主要是指八年
级上学期。在这学期学生会学
到许多有趣的物理现象，会用
所学的物理知识去解释这些现
象。记忆、理解的知识多，而计
算较少，学生兴趣盎然，都能取
得不错的成绩。二是分化期，
主要指八年级下学期，特别是
压强浮力部分。这学期会有大
量的计算，更难的是计算时的
分析过程。三是定型期，主要
是指九年级，这学年物理的学

习对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学习电
学时，许多学生感觉入门较慢。

对此，我给出几点建议：
学好数学。数学和物理是

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的。对
于中学生而言，数学提供给物
理的绝不仅仅是计算的技巧，
更提供了理性的思维。

多 提 问 题 。 在 学 习 过 程
中，学生肯定会遇到许多困惑，
要及时找老师交流。

课堂最重要。在课堂上老
师不仅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
会示范、引导学生如何去分析
和解决问题，这些在课后很难
补回来。

适量作业。这一点因人而
异，对于物理的学困生，多做多
练未尝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勤肯定能补拙。

Q：中考物理近年来呈现哪
些变化趋势，考生应该如何应
对？

A：近些年常州中考物理试
卷命题新颖、原创度高，主要呈
现了如下几个趋势：一是更加注
重与社会热点事件相联系，如
2021年的试题涉及到了新冠疫
苗的低温保存、“长赐号”货轮搁
浅脱困、“祝融号”登陆火星等事
件；二是试题的难度更加分散，
几乎每一道题都要经过深思熟
虑才能做对；三是更加注重对学
生“双基”的考察，即对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的考察。
考生的应对策略是：战略上

藐视，战术上重视。无论多新颖
的试题都是由“情景+模型”组
成，当褪去“情景”的外衣后，我
们发现都是平时反复训练的“模
型”。如果学生对自身“双基”的
训练足够重视，提升自己构建模
型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技能，那么
考试方能游刃有余。

Q：对学生期末复习有哪些
建议？

A：首先，一定要分章节把
这学期的所有知识点梳理一
下 ，完 成 几 份 分 章 节 的 复 习
卷。同学们可以采取这条主
线：实验+公式，充分了解实验
的外延与创新，知道公式的适
用条件。

其次，一定要把本学期作
业和考试的错题重新做一遍，
有条件的可以找一些同类题来
训练。

最后，一定要“研做”近几年
的期末考试真卷。“研做”指的是
抱着研究的心态去做，体会期末
试卷的难度和命题特点。

A：学生学物理时，家长可
以提供哪些帮助？

Q：家长提供的最大帮助就
是“责任心”。“责任心”就是监督
孩子不打折扣地完成作业，孩子
不会的地方可以拍照通过微信
请教自己的学科老师，每位老师
都会热心地去解答。当孩子学
习遇到问题时，家长能及时带上
孩子跟老师面对面交流。另外，
对物理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家长
应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如购买
一些实验器材陪同孩子一起完
成相关实验，假期陪同孩子去科
技馆参观、体验等。

再新颖的中考物理题
其内核依然是“双基”

■杨曌 潘逸雯 张望 图文报道

本报讯 2021 年 12 月 30
日，武进区学府小学迎来“声动
学府”学府小学第二届好声音
总决赛。

赛前，家长将美好祝福通
过视频送给选手，希望孩子们
唱出自信，超越自我。首届“学
府好声音”获奖选手顾晨曦、吴
梓渲、薛甯予与老师周逸合作，
带来歌曲《蝴蝶泉边》，为参赛
选手助威。

本次比赛分为红歌合唱和
“好声音”比拼。《我爱北京天安
门》《红星闪闪》《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孩子们的歌声
气势磅礴、铿锵有力，唱出了对

党和祖国的热爱。
评委代表李珊珊认为，小

小的舞台对孩子们来说意义非
凡，锻炼了胆量，增强了自信，
是孩子在小学阶段的一次难忘
记忆。

学府小学副校长壮亚芬表
示，本次比赛在“双减”政策背
景下举办，既丰富了校园文化，
也为学生搭建了施展才艺的舞
台。

武进区学府小学

“学府好声音”唱响校园

■杨曌 章宏恒

本报讯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北区龙虎塘第二实验小
学举办第三届“少儿国学”诗词
大会暨庆祝元旦活动。

本次活动以“诵诗文”“乐
闯关”“着华服”“品美食”“写福
字”“秀才艺”等环节，展现学生
的传统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

创造能力。
据了解，作为江苏省“少儿

国学”特色文化建设项目的基
地学校，龙虎塘二实小打造了

“国学迎新”传统节日文化课程，
给学生创设了丰富的国学体验
和展示平台，引领学生走出教
室，走向实践，参与、思考、评价、
分享，为学生提供多途径、多角
度获得国学知识、审美情趣体
验和实践的舞台。

新北区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

诗词达人竞风采，少儿国学迎新年

■杨曌 徐静

本报讯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由常州博物馆、新北区三井
实验小学共同举办的“穿越时
空的古人智慧”展览，在常州博
物馆现代艺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是三井实小“悦纳
龙城 博悟万物”课程之“我是策
展人”项目的学习成果展示，也

是馆校共建合作办展这一创新
模式的首次尝试。该展览分为

“一餐一饭话烟火”“弄妆梳洗画
蛾眉”“几时归去作闲人”三个部
分。馆校双方从多角度鉴赏15
件馆藏文物，共同绘制文物卡通
形象、撰写文物故事，并搜集古
为今用的实物、制作文创产品一
百余件，以童趣的视角和语言讲
述穿越古今的饮食、梳妆、雅趣
生活，探寻古人的聪明才智运用

至当今生活的启迪。
据悉，2019 年 12 月，常州

市教育局命名常州博物馆为首
批中小学生劳动实践基地，与
三井实验小学结对。双方组建
以馆长、校长领衔的研发团队，
研发“悦纳龙城 博广多闻”博
物馆课程体系，包含“悦纳龙
城 博悟万物”“探秘自然 博悟
生命”“筑梦匠心 博悟情怀”三
大课程模块。

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 馆校共建合作办展

■杨曌 宗明霞

本报讯 2021 年 12 月 30-
31日，位于常州经开区的潞城
幼儿园举行“知习俗 品年味
乐新年”系列活动。小萌娃们

在传统中寻找年味，在体验与
探索中感受浓浓的中国民俗风
情。

“民俗说一说”环节，师生
一起探讨民俗的由来，体会民
俗文化的魅力，提升小朋友们
的自身兴趣修养，陶冶情操；

“巧手做一做”，在制作大红灯
笼、春联等节庆用品时，小朋
友们积极参与，发挥自己的经
验、智慧、灵感。他们一起布
置年货小摊位，将自己制作的
物品分类有序摆放整齐，年味
十足。

潞城幼儿园 知习俗 品年味 乐新年

菲妈9年级：没懒觉睡
椰子一 13：倒计时了，娃

考完让你天天睡懒觉
菲妈 9 年级：我现在就想

睡啊
坤妈-大 1：现在早上六点

半起来，一想到前几年五点起
来做早餐，真的要很大动力，也
坚持下来了

菲妈 9 年级：如果我上班
的话，我可以睡到八点起来都

来得及的
坤妈-大 1：真好，但是你

家有高三娃，没办法
菲妈 9 年级：我发现我现

在越来越难叫娃起床了。我家
从小就不怎么睡懒觉的，小时
候上幼儿园、小学，基本都是自
己起床的，到初中起得早也基
本上我一叫他就起来了

坤妈-大 1：早上喊的时候
都不忍心

现在越来越难叫娃起床了

义务诊断
义务诊断名师家教

名师家教

，晚报教育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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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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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武进
区前黄实验学校物理组教
研组长，中学一级教师，常
州市骨干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