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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招专治“拖延症”，设“无作业日”，力争“一生一课表”

新学期，常州中小学课后服务“上新”
■毛翠娥 杨曌 图文报道

“请完成语文作业的同学上
交作业本，没能在规定时间完成
的同学将学号报给我。接下来，
大家开始做数学作业。”周一下午
4∶00，华润小学三（6）班教室，卢
艺老师正认真组织课后服务的
第一时段工作。黑板上标注着
各时段要完成的作业内容：语文
3∶30-4∶00，数学 4∶00-4∶15，
英语4∶15-4∶30。

新学期，华润小学课后服务
采用“1+N”模式，“1”表示一小时
的“自主作业”，“N”表示用多学
科活动带给学生无限发展。“上学
期课后服务‘清作业’阶段，我们
注意到孩子们普遍存在拖延现
象，为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这学
期我们通过实行限时作业、同伴

互助等举措，让孩子们对‘拖延
症’说‘不’。”校长钱小琴说。

据介绍，每天，任课老师会
将当天作业写在黑板上，并注明
预估完成的时间，课后服务的老
师据此限定各科作业的完成时
间。对于不能限时完成作业的
孩子，任课老师及时关注，也为
后续的作业量调整、分层作业布
置提供科学依据。

“作业的限定完成时间到
了 ，老 师 会 让 同 学 们 举 手‘ 打
卡’，看看还有几个同学未完成，
我可不想变成‘小蜗牛’，所以现
在作业效率明显变高了。”五（8）
班的周元升同学说。同伴间的
激励和竞争，让孩子们逐步自
律。

周三下午 3∶30，武进区实
验小学操场上一派热闹：绿茵场
上，孩子们尽情奔跑，传球、突
破、射门，个个身手矫健，配合默
契；篮球场上，孩子们跳绳、踢
毽、舞龙，在传统游戏中重温经
典；不远处的体能训练营上，彩
虹爬梯、趣味攀岩、单腿深蹲起
立等多个项目，深受孩子们喜
欢。教室、场馆里同样热闹非
凡，编程、乐高、科学实验、下棋、
小主持人课等兴趣社团，让学生
沉浸其中。“报名时我首选了无
人机飞行学院，它激发了我对科
技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也训练
了 我 的 记 忆 力 和 逻 辑 思 维 能
力。”三（15）班周驭祺说。

“本学期的课后服务，我们
依托‘书院大观园’‘学院大舞
台’设置课程活动。其中，‘学院
大舞台’按照每天一个年级的规

律，依次开展活动，学生按兴趣
选课走班。”副校长钱琳介绍，逢

“学院大舞台”日，该年级为“无
作业日”，学生两个小时的课后
服务时间，全部用来参加社团活
动。为此，学校充分利用各类资
源，调用最强师资，开放所有书
院场馆，开设了59个社团课程。

本学期，该校课后服务报名
首次采用网报形式，10 分钟内，
成功选课人数达 3564 名。羽毛
球、创客等运动类、动手操作类
的课程分分钟被“秒”。

另 4 天如何安排？除却“学
院大舞台”日，其余几天在第二
时段做好全学科提质，实现书院
课程项目深化，开设人文类的小
古文、经典诗词等，思维类的数
独、华容道等，兴趣类的歌唱、手
工等拓展课程，培养学生自由、
思辨的书院精神。

常州市虹景小学依托校内
师资、优质校外资源，在第二
时段开设了班级、年级、校级

“三级”社团，涵盖艺体、人文、
生活、科创四大类别，包括泥
塑、国际象棋、球类等 69 门课

程。其中，班级社团每天一个
主 题 ，实 行 年 级 课 程 相 对 统
一。

学校还立足花育特色，开
发实施“花韵童年”主题课程，
老师带领学生们走出教室，漫

游 校 园 ，走 进 毗 邻 的 翠 竹 公
园、紫荆公园等场所。“丰富多
彩的课程选择，让学生在适性
扬才、合作分享的活动中活跃
身心、发展潜能。”校长裴瑞英
说。

钟楼区第二实验小学是一
所去年投用的新建校，现有 5 个
年级 1600 余名学生。科创街
区、种植实践平台、机器人教室、
视听、舞蹈、篮羽专用教室等设
施场所，为课后服务提供了场域
保障。学校通过对家长、学生的
充分调研，本学期继续优化课后
服务。课程教学中心副主任顾
海灵介绍，第一时段是“在一起

作业吧”，老师为学生答疑解惑
清作业，第二阶段开展“双选”模
式下的社团课，其中，低年级开
设了橡皮泥、超轻黏土、击剑、网
球等 16 个社团，每人可报两个
项目，每个项目一周开展两次活
动，让孩子们深度体验。三至五
年级更关注孩子的综合素养提
升，4 天开展学科拓展，“快乐星
期五”实施社团走班。

跳短绳、跳步猜拳、开合
跳⋯⋯本学期，常州市龙锦小学
在课后服务第二时段开启15分
钟的“S”时段，即“SPORT 锻炼
时光”。老师们有序组织学生进
行室内操、户外锻炼、趣味运动
等活动，让孩子们劳逸结合，促
进体质健康发展。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校方
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根据
孩子年龄段特点合理安排运动
量，制定了每一天的“S”时段运动
项目，希望通过“有序、高效”的体
育锻炼，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健
康、阳光、乐学”的龙韵少年。

此外，学校大力提升第二

时段的社团品质。开设益智类
的数学乐园、魔方、编程、益智
棋类；艺术类的创意美术、陶
艺、扎染、民乐、管乐；社科类的
天文、无人机；体育类的艺术体
操、足球、武术⋯⋯力求做到

“一生一课表”，满足学生多样
化和个性化需求。

本周开始，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全面启动。记者了解到，
经过上学期的探索实践，各校新学期的课后服务再次创新升级，
报名方式更灵活，“清作业”环节质量提升，社团活动扩容后更多
彩，力争实现“一生一课表”，个性化的服务让孩子们的快乐翻倍。

华润小学 限时“清作业”，专治“拖延症”

武进区实验小学 每周设一天“无作业日”

钟楼区第二实验小学

虹景小学

龙锦小学

一周深度参与两个社团

每天有15分钟的“快乐锻炼时光”

三级社团丰富选择

新学期，横山桥中心小学
采用“按需定制”策略，丰富学
生的课后生活，开启“5+2”课后
服务新模式。

“学习加油吧”时段，每位
学生开启作业探索之旅。学校
通过作业变少、变精、变活、变
趣，对能力层次不同的学生，布

置不同层次的题目，提高作业
质量，保证 3-6 年级学生在校
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教师辅
导制”让有需要的孩子能得到
老师一对一的个别化辅导。同
时，实行一帮一“小先生制”，让
学有余力的孩子去帮助、辅导
学习困难者。

第一时段学习结束后，老
师组织学生走出教室，进行适
量运动和游戏。“项目能量站”
时段，开设了竖笛、魔方、电脑
绘画等近 20 门特色项目，丰富
的项目“菜单”让课后服务更有
趣、更专业、更多元，让学生有
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空间。

横山桥中心小学 “菜单”式项目提供多元选择

新北区薛家实验小学 “课后三点半”的快乐时光

作为当代小学生，情商、智
商和财商一个都不能少。新北
区薛家实验小学五（3）班班主
任徐老师特邀学生杜东恒的金
融理财师爸爸，上学期走进课
后服务课堂，从专业的角度给
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金
融理财课。杜爸爸从生活实际
出发，在数学题中渗透金融理
财知识，继而从专业角度讲解

了不同金融工具的作用和风
险。这样的课堂，本学期还将
继 续 进 行 ，内 容 将 更 丰 富 多
彩。下周起全面开始实行。

据了解，依托该校的市级
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项目

《善真服务联盟：“公共人”品
格涵育的 N 个行动》，学校课后
服务邀请家长进课堂，参与志
愿服务岗，给孩子做表率；混龄

“对对碰”，高年级“牵手”低年
级，扩大学生的交往范围，培养
人际交往能力；走进社区、常州
红领巾馆、花开西庄进行研究
性学习，让孩子利用智慧探究
空间，创造价值，明白“家”的意
义。薛小的善真娃说，每天的
课后三点半是他们最期待的时
刻，自己能在快乐中获取知识，
收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