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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翠娥 文 王锐 摄

“双减”之下，学生课业负
担减轻，倒逼考试评价制度变
革——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
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
知》中，明确提出小学一、二年
级不进行纸笔考试。

寒假临近，中小学迎来“双
减”后的首次期末考。记者了
解到，各校运用表现性评价，以
闯关、游园、表演等趣味方式，
考察低年级学生对知识和技能
的掌握程度。

没了纸笔考，复习更轻松

“没有书面作业，纸笔考试
取消了，那怎么知道孩子学会
了没有？”“双减”政策下，低年
级家长有所顾虑。

东坡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
陈怡说，老师平时在课堂上设
计一些趣味游戏，来检验学生
的学习成果，也会根据课后学
习成果的分享情况，来了解学
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此
外，在课后服务时段进行适当
的学科拓展，引导学生打开思
维。

没了纸笔考，期末复习不再
只是机械习题操练。局前街小
学中山校区课程教学中心主任
卢赟介绍，该校通过自编游戏、
组织擂台赛、开展节点活动来有
效推进期末复习，老师们更重视
学科的融会贯通和学生的实践
体验。“一年级的‘大家一起玩转
拼音卡片’、二年级的‘火眼金睛
小侦探’，通过趣味游戏的方式，
让学生主动运用拼音，课内课外
积累生字词语，复习效果相对枯
燥默写明显提升。”

期末考变花样闯关

12日下午，常州市荆川小学
举行一年级“荆小乐学嘉年华”
活动，校方将对知识的考核融合
在闯关中，让学生“玩中考”。

每 间 教 室 布 置 一 个“ 摊
位”，覆盖语文、数学、美术、音
乐、体育、综合实践等学科内
容。小朋友们手持“嘉年华闯
关卡”，在老师们的有序组织
下，穿梭于各间教室，每完成
一个摊位的任务，就能根据表
现，获得1—3个印章。

语文科的摊位上，孩子们
先抽题，再根据相应要求完成
拼读、背诵，在“我会说”环节，
小朋友一边系鞋带、叠衣服，
一边向老师介绍操作流程；数
学科的摊位上，考查学生的计
算、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美
术科的摊位上，学生自主完成
拼 图 后 ，再 做 简 单 介 绍 ⋯⋯

“无纸化考核不仅达成了对学
生学科素养的测评，还将紧张
的考场变成了游乐场，在寓教
于乐的活动中，考查学生的综
合素养。”学校课程教学中心
副主任曾柳静说。

通过游戏闯关赢得印章，
孩子们轻松快乐。一（10）班
华文博集满了36个章，成就感
满满，“就像玩游戏一样，题目
我都会，一点也不紧张。”据介
绍，根据印章数，学校将评选

“星级”乐学荆川娃，每个人都
有相应奖励。

觅小广化校区副校长吕
震波介绍，一、二年级将通过
快乐成长营活动来进行期末
考评，包含游园会、戏剧表演、
冬奥期末课程 3 个版块。快乐
成长营是同学们展示自我的

平台，同时也保留期末的仪式
感。游园活动覆盖多学科，将

“五育并举”的育人理念融入其
中。学生根据活动表现集星星，
并获得相应称号，“比起分数，集
星星的弹性更大，我们也希望淡
化分数和考试感，不要给孩子太
大压力。”

过程性评价取代“一卷定论”

游园、闯关中，学生获得的
印章、星星数量，是学生一学期
以来学习成果的参考，老师对学
生的了解，更体现在平时的过程
性评价中。

陈怡表示，除了期末闯关活
动，还会通过平时的师生评价、
生生互评、小组评价等多种方
式，对孩子们一学期来的学习进
行全面考查。

荆川小学副校长许龑介绍，
各学科教师每天根据学生课堂
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等学习态
度、学习习惯给予海棠花奖励。
每月底，老师和学生清点海棠花
个数后兑换“崇文尚武”章。“崇
文尚武”章的个数，是对学生的
过程性评价，在综合考评中占比
三成。

业内人士表示，小学一、二
年级的孩子，重点在于培养学习
习惯，激发学习兴趣。通过多样
化的测评形式，考察思维、语言、
审美等多方面，通过多元评价增
加趣味性，调动孩子参与学习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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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 王芳

本报讯 12日，“传承叶圣陶
教育思想，项目化推进乡村振兴
的教育实验”活动在常州经开区
冯仲云小学举行。本次活动由民
进常州市委、常州市教育局主办，
横林镇人民政府、经开区社会事
业局、常州市教育发展学院承
办。民进江苏省委专职副主委朱
毅民，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朱卫
国、名誉会长陆志平，民进常州市
委主委、常州市教育局局长完利
梅，市教育工委书记梅向东，市人
大、市委统战部、民进常州市基层
各副主委和经开区、农村农业局
的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

据悉，“传承叶圣陶教育思
想，项目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教育
实验”是在民进省委、省教育学会
的关心下，在市教育局和教师发
展学院的支持下，稳步有序地开

展的。与会领导与专家首先走进
“冯仲云教育基地”实景展馆，体
验冯仲云小学“儒将忠魂”的主题
展示活动。在育人新场景的沉浸
式体验中，大家感受到了冯仲云
将军抗日救国、专业建国的大情
怀，也对冯仲云小学《地方红色文
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项目研究
的行动与智慧发出由衷赞叹。

当天的现场推进会上成立了
振兴乡村教育共同体，武进区礼嘉
中心小学等16所实验学校被授予
第一批“振兴乡村教育实验项目学
校”，他们将通过为期三年的项目
实践为振兴乡村教育提供可参考
可借鉴的案例。教育部中学校长
培训中心副主任刘莉莉、江苏省教
育学会名誉会长陆志平、江苏省教
育报刊社副总编辑陈瑞昌应邀就
乡村振兴的教育实验项目研究进
行了专业引领，他们鼓励共同体成
员学习最先进最前沿的教育教学
理念，推动乡村教育的振兴。

擦亮“常有优学”新名片

16所学校首批进入
“振兴乡村教育”实验

■毛翠娥 钟瑮珺 戴彩娥
张璐 图文报道

本报讯“我梦想中的学校
是一所森林校园”“我梦想中的
学校有一个智能花园”⋯⋯7日，
在学校开展的梦想改造家——
小梦想家对话大设计师活动中，
常州市解放路小学孩子们的校
园改造创意，得到了常州市建筑
设计院院长宗建君的频频点赞。

“学生是校园的主人，学校
环境建设应体现以生为本。”课程
研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冬
季课程启动“梦想改造家”计划，
面向全校学生发放问卷调查，邀
请孩子们就发现的问题以写方
案、画设计图、制作模型等方式，
实施“梦想校园”改造计划。

孩子们脑洞大开，提交的校
园 改 造 创 意 令 老 师 们 眼 前 一
亮。为破解操场小、运动空间受
限之“痛”，六（7）班王浩宇同学
在学过长方体的知识后，设计了
一个多功能的三层立体操场，设
计感和实用性兼具。此外，同学

们还从设施设备升级、文化布置
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每个
楼层开辟阅读角，让书香飘满校
园；楼道白墙看着单调，建议增
加“色彩”。

孩子们的创意能否变成可
能？于是，有了小梦想家对话大
设计师活动。宗建君院长对孩
子们的想法表示肯定，并对解决
空间狭小、课间声音大、夏季闷
热等问题给予专业支招。

校长蒋琳给孩子们的脑洞
点赞，她说，小学是孩子童年记
忆里一段快乐的回忆，学校应给
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敢
大胆地想，只要敢想，我们就全
力帮他们圆梦。蒋校长透露，寒
假里，将对教学楼的楼道墙面进
行文化设计，每层一个主题，将
世界名画上墙，并有机融入学生
的美术作品。

常州市解放路小学

学生个个都是“梦想改造家”

■毛翠娥 杨金花 张虹
谢红英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设计“水仙萌娃”，
制作水仙纸盘作品，咏唱水仙
之歌⋯⋯常州市虹景小学持续
一个月的水仙节于近日落幕。
当校园品牌节日与“双减”政策
相遇后，学生们有了更充足的
时间和空间，六个年级，各有各
的“玩”法和创意。

看，一年级萌娃或捏、或压、
或刻，超级粘土变成了一朵朵美
丽的水仙花。二年级的孩子们
在数学老师的带领下，设计了属
于自己的花卉棋子、水仙骰子，
班级内还进行花卉棋 PK 赛，设

计精美的棋谱。三
年级孩子利用废旧
瓶子、纸杯、手套等
材料，为水仙节设计
吉祥娃娃。四年级
学生以纸盘为“画
布”，或画、或剪、或
粘，呈现出一件件独具创意的水
仙纸盘作品。五年级同学或以
小组为单位、或独立巧思，创作
水仙之歌。作为“最美毕业季”
系列活动之一——《致水仙节》，
六年级学生通过绘本、海报、剪
刻等形式，留下小学生涯独特的

“水仙节”记忆，也是留给学弟学
妹的一份美好礼物。

此外，各社团也是“花样”
十足，绘画社团的孩子们把水

仙绘在日历上、描在包包上，把
普通物品变成艺术品；编织社
团成员钩、挑、编，让一朵朵“水
仙”在巧手中次第“开放”。

校长裴瑞英表示，通过举
办水仙节系列活动，培养学生
的动手实践、探索创新、勤业思
考、乐于奉献的精神，接下来还
将开展“水仙”走秀、最美水仙
娃评选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活
动中收获快乐，得到锻炼。

常州市虹景小学

花润童心“玩转”水仙

荆川小学的期末闯关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