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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图文报道

阳春三月，孩子的身高成
了许多家长关注的焦点。有
研究表明，春季是孩子长高的
黄金时节。当你还在为孩子
的个头发愁时，“别人家的孩
子”没准已经高出同龄人一大
截了。记者对话常州 3 个小

“高个”家庭，听听他们的心声
和长高秘籍。

高个的烦恼
众 人 眼 中 的“ 大

人”，其实内心还是个
“宝宝”

六年级以来，武进区实验
小 学 的 曾 梓 晗 直 接 蹿 到 了
1.83 米。虽然时常听到亲朋
好友的赞叹，但小曾也有自己
的烦恼。

他告诉记者，“双减”之
后，周末空余时间多了。上学
期，他报了乒乓球兴趣班。训
练间隙，同组的一个六年级同
学悄悄问他：“大哥哥，你上高
中了吧？怎么现在才来参加
培训呀？”曾梓晗苦笑道：“我
长得有那么着急吗？我和你
一样，也是小学六年级！”同学
听后一脸惊讶的样子，他至今
仍记忆犹新。

有着同样困扰的，还有局
前街小学六年级女生方韵岚。

“长高给我带来的烦恼就
是显得很成熟，不合群，其实
我才 12 岁呀！”在和记者交流
时，小方一上来就大吐苦水。
身高1.73米的她，不仅是班上
最高的女生，也是课外羽毛球

班上最高的，别人都以为她是
初高中生。于是，一道无形的

“结界”就挡在了她和同学之
间。“他们都不跟我一起玩，也
没什么共同话题，我只能独来
独往。”

五年级时，方妈妈带着彼
时 1.65 米的女儿看过骨科医
生。医生说，看娃的骨龄还能
长。“可是我不想再长高了，怕
长大以后找不到男朋友。”小
方说。

除了常常被误认为“大
人”，小“高个”们还有其他苦
恼。博爱小学五年级的白一
涵身高1.8米，从一年级开始，
每年他都以 10 厘米的速度往
上长。在他的记忆中，从小到
大，他坐公交车从没免过票，
也没享受过学生半价优惠。
在学校里，还有男老师开玩笑
说：“小伙子，你长得有点不礼
貌呀。”令他哭笑不得。

高个的懂事
是老师的得力助

手，同学心中的榜样

方韵岚先后担任过班上
的劳动委员、宣传委员，似乎
都跟身高有关。“大扫除时，擦
黑板、玻璃窗，我都会主动承
担；当宣传委员时，黑板报我
也是一手承包。”

因为长得高大，性格天
真活泼，白一涵有个可爱的
绰号——“大白”。热爱运动，
又有身高优势的他，被选拔进
校田径队，每天坚持训练。“他
有运动天赋，体育也能磨炼他
的意志。”班主任陶艺说，他的
坚持带动了班上的同学，他也

时常身体力行鼓励小伙伴坚
持跑步。“每学期的运动会，其
他项目我们班都是重在参与，
但白一涵参加的项目一定会
获得名次。同学们都为他感
到骄傲。”

长高秘籍
喝牛奶，睡得多，

爱运动

孩子长这么高，有什么秘
籍吗？从几位妈妈的回答中，
记者发现她们都不约而同提
到了三点：爱睡觉、爱喝奶、爱
运动。

曾梓晗的爸爸1.75米，妈
妈1.64米，小曾的身高完全超
出他们的预期。曾妈说，自己
会尽可能保证孩子充足的睡
眠。“娃在小学四年级以前，基
本在晚上8∶30左右睡觉，现在
差不多9∶30以前也能睡了。”

方韵岚小时候在乡下长
大，每天爷爷都会带着她外出
晒太阳。上学后，平时晚上一
般 9∶30 睡觉，早上 7∶30 起
床，基本满足 10 小时睡眠时
间。

“从小她就把牛奶当水
喝。”方妈妈说。同样，白一涵
也 是 小“ 奶 牛 ”，早 上 一 杯
250ml 的鲜奶，搭配鸡蛋饼、
馄饨等不同花样的早餐。放
学回家后，又是一杯250ml的
鲜奶下肚。从三年级开始，小
白每晚能吃两碗饭，他最喜欢
的花椰菜、生菜都能光盘，牛
肉、牛排等肉类也是餐桌上的
常客。

曾梓晗的早餐很丰富，一
周基本不重样。而且小伙子
不挑食，“即使是令同学们‘闻
风丧胆’的苦瓜，都能成为我
盘中的美食。”

课余时间，小曾是个“运
动小子”，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跳绳⋯⋯他都喜欢。

有着运动天赋的白一涵，
手臂上已练出肌肉。在幼儿
园，他打了两年羽毛球。一年
级起，每周打两次篮球。除了
田径队的每日训练，回家后他
还要锻炼 20 分钟，做做俯卧
撑、拉拉弹力带。“我还想再长
高点，希望以后能当职业篮球
运动员。”

春季长高黄金期来临

还在念小学的他们，身高已远超同龄人

阳阳妈：娃的学校返校时间
从 2 月 20 日推迟到 2 月 26 日，结
果今天下午突然通知又推迟到 3
月12日了

坤妈-大1：安全第一
阳阳妈：好多人退了两次票

了，我家娃超淡定，票没买，核酸
没做

李妈-高三：这年头读个大学
都不容易

阳阳妈：去年也是 3 月中才
返校，在家上网课，还能睡过头

李妈-高三：我们现在也是在
宿舍里上网课

3.5爸_18年级：又不急
菲妈 9 年级：我急啊，我家的

感冒咳嗽发热，直接被老师赶回
来了

坤妈-大1：请假了
阳阳妈：我家饯行饭都吃过

了，又不走了
3.5爸_18年级：十八里相送
坤妈-大 1：我们家没饯行也

走了
我是洋妈-12：我家也不知

道什么时候开学
坤妈-大 1：可以在家带二宝

了

这年头读个大学都不容易

■杨曌 袁苏萍 陆玮琦 图文报道

本报讯 3 月 1 日，武进区湖
塘桥第二实验小学开启红色影片
校内影视教育课程。

学校特邀北京潘纳维然电影
教研组，给孩子们带来导演画面
创作、电影表演艺术、电影摄影运
动技巧、电影打板与记录、电影灯
光应用、电影发展史、电影录音操
作、电影剧本创作等8门课程。

当天的课上，老师给孩子们讲
述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在

“声、台、行、表”上要做些什么、如
何去做。老师通过精彩的现场舞
台表演，让孩子们惊叹之余更沉浸
在表演艺术之美中，整堂课内容生
动有趣，气氛热烈欢快。

据了解，经过课程学习，学生们
不仅可以将电视中的景象搬到现
实，直观地学习表演，更能培养他们
欣赏美、感受美的能力，发挥孩子的
主观能动性，在学中玩，玩中学，促
进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

武进区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武进区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

红色影片进校园
学生争当小演员

■金波 杨曌

本报讯 近日，在江苏省教育
厅、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
的 2021 年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
校审核认定工作中，我市新北区
飞龙实验小学获得“江苏省智慧
校园示范校”称号。同批获评的
还有常州市博爱小学、武进区湖
塘桥实验小学、常州市第一中学、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近年来，常州市不断加快智
慧校园建设，提高区域教育教学

质量。新建不到五年的飞龙实验
小学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和示范
者，学校基础建设渗透海绵城市
理念，并围绕“慧学、慧玩、慧生活”
这一学生培养目标，深入实践“绿
色智慧”教育，将网络技术、人工
智能、物联网技术与空间打造、课
程建设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深度融
合，探索智慧校园建设的校本化
经验——学校多次运用“双师课
堂”，让陕西安康的孩子也享受到
常州的优质教育资源，充分体现
常州智慧校园建设在苏陕教育协
同发展的强大优势和示范作用。

新北区飞龙实验小学

获评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校

■叶阳春

本报讯 为了给常报小记
者搭建更好的才艺展示平台，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常报融媒
商务中心联合融创·龙宸映，
于 3 月在融创·龙宸映城市营
销中心，举办少儿故事演讲大
赛（邹区分会场）活动。

据了解，比赛要求演讲内
容健康、高雅，格调清新、明
朗，充分体现积极进取、健康
向上的精神风貌；演讲内容取
材要符合中小学生年龄特征
和心理特点；参赛选手服装要
朴素、大方、端庄；参赛选手演
讲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尽量
脱稿，普通话标准，表情丰富。

本次活动以小朋友的口

语表达、交流演绎展示为主，
比赛共计 3 场，每场约 25-30
组小选手，每场比赛决出前三
名评选为“小小故事王”，并颁
发证书和奖品。活动现场将
邀请到专业老师作为点评嘉
宾，为孩子们提供指导，让孩
子与文学零距离接触，帮助孩
子练就自信满满的强大气场，
于学习中快乐成长。

“让春天听见 童声的故事”

邹区少儿故事演讲大赛启动在即

，晚报教育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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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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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后排右一为白一涵


